C 02
2017 年 3 月 21 日

周报

家庭医生

专刊部主办
责编 / 叶萱

JIANKANGZHOUKAN

星期二

倒春寒伤人四个信号
●钱钰玲
病发作；有心脑血管病的人感受风寒，易
诱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急性发作。
如何判断自己被寒气攻击了呢？专家
总结了寒气入体的 4 个信号。
怕冷。如果寒邪侵犯头部，人会觉得
头很凉，想要用帽子、围巾裹起来。寒气
进一步入里，会引起多个脏腑的不适，例
如胃寒的典型表现是胃脘部冷痛，进一步
发展还会伤脾；风寒侵袭肠道，肚脐周围
会感到凉凉的，还可能伴随痉挛性疼痛；
凉风一吹，人就想要大便，解完才感觉舒
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倒春寒”时不 服一些，中医讲这是脾受寒了；女性受寒
时就会发个威。因此，初春养生仍须防寒。 会导致宫寒，表现为小腹冷痛，月经前或
春寒的一大“个性”是有风又有寒。 月经初期伴有严重的痛经；风寒侵袭肝经
在中医看来，风为春之主气，故春寒以 导致肝气凝涩，失其刚强之性，人就会表
“风寒”为主要特征。风中携带的病菌容易 现为惊慌善恐、忧郁胆怯、倦怠；风寒侵
在人感到寒冷时侵入体内，引发感冒、哮 袭肾经，古人形象地描述为“腰中如带五
喘、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老年人受 千钱”，意思是腰里面好像揣了五千个铜
寒后关节僵痛，引发“老寒腿”等骨关节 钱，又重又凉，中医称为“肾浊”，是肾寒

的典型表现。
分泌物。根据排出分泌物的颜色、质
地来判断。如宫寒的女性，白带清稀透
明，量比较多；风寒感冒者咳出的痰也是
清的，如果是黄浓痰，基本可以判断为热
性咳嗽。
舌头。受寒者的舌头颜色较淡，舌苔
较白。
面色。有些孩子面色发青，此时首先
要考虑是不是受寒了。
寒气入体，扼杀春季人体阳气的升
发，不利养生，甚至招致疾病，所以初春
穿衣建议上薄下厚。因为阳气往上升发，
而寒从脚下起，所以下半身不可穿得过薄。
着凉时可用苏叶、生姜、红糖煮水，
预防感冒。受寒后发烧不明显的可用芦
根、生姜熬水，加红糖服用；如有发烧，
可用此茶冲小柴胡颗粒，以解热祛寒。

长寿穴——足三里
●肖山

多吃蛋白质
改善脂肪肝
改善脂肪
肝
●靳玉玲
德国人类营养研究所对 2 型糖
尿病人进行的一项最新研究表
明，高蛋白饮食能够降低肝脏的
脂肪含量。
研究者分析了高蛋白饮食对
37 名参与者代谢产生的影响。他
们年龄在 49~78 岁之间，都患有 2
型糖尿病，大部分人还有脂肪
肝。在为期 6 周的时间内，参与者
分别采用富含植物蛋白 （如豆类
等） 或 动 物 蛋 白 （牛 奶 和 肉 类
等） 的饮食。饮食构成为 30%的
蛋白质、40%的碳水化合物和 30%
的脂肪。对参与者肝脏脂肪的检
测结果表明，所有糖友都可从高
蛋 白 饮 食 （无 论 植 物 或 动 物 来
源） 中获益，他们肝脏脂肪含量
下 降 可 达 36% ~48% 。 与 此 同 时 ，
参与者的胰岛素敏感性也得到了
改善。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了
《胃肠病学》 杂志上。

的病症有一定疗
效。
经常按摩足三
里可加强胃肠蠕
动，调节脾胃功
能，改善人整体的
免疫能力。按摩时
可用拇指直接按
揉，也可借助光滑
的木棒。按摩不受
地点、时间限制，
贵在长期坚持。
艾灸足三里是
传统的长寿养生要
足三里位于外膝眼直向下四横指 法，甚至讲究灸至皮肤发泡、结痂。
处，是足阳明胃经的代表穴，也是人 现 代 日 常 保 健 可 采 取 更 为 温 和 的 方
体最重要的长寿穴之一。中医流传有 法，具体操作是：将点燃的艾条对准
“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的说法。 足三里穴，距离皮肤约 3 厘米，灸 5～
意思是常年坚持艾灸足三里，可改善 10 分钟，以局部皮肤有明显温热感，
身体虚弱、缓解胃肠消化系统疾病。 出现红晕但不灼伤为度。需要注意的
其次，它还对眼、鼻、口、齿等部位 是，热性体质的人一般不适宜做艾灸。

祛痰第一穴
●高震
丰隆穴归属于足阳明胃经，为足阳
明胃经别走足太阴脾经之络穴，具有疏
经活络、化痰定喘、清热通腑、健脾和
胃的作用，是治疗痰疾之要穴，无论有

生病要用保护性睡姿
生病要用保护
性睡姿
●张宏其
平躺、左侧卧、右侧卧……对健康人
来说，不必过分讲究睡姿。不过，当疾病
来临时则要另当别论，因为恰当的“保护
性”睡姿对缓解不适症状、促进康复极为
有益。下面，为大家总结 11 种常见疾病的
推荐睡姿。
冠心病：建议采用头高脚低右侧卧
位，头侧比脚侧高 10~15 度为宜，可减少下
腔静脉回流的血液量，利于心脏休息。
脑血栓：最佳睡姿是仰卧，枕头最好
高 5 厘米，不宜过高或过低，以保证颈动脉
不受压迫，使脑部供血充足，利于病情恢
复。
心衰：半躺半坐的睡姿最好，既能改

善肺部血液循环，减少肺部瘀血，还可增
加氧气吸入量，有利于缓解心悸、胸闷、气
喘等不适症状。
鼻中隔偏曲和鼻息肉：应向偏曲的反
方向、未长鼻息肉的一侧卧位入睡，可保
持口鼻气流通畅，减少夜间用口呼吸的频
率，
避免晨起头晕、咽干等不适。
化脓性中耳炎：应向患耳一边侧卧位
睡觉，便于脓性分泌物排出，
缩短病程。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侧卧会加重
椎动脉痉挛，甚至影响脑部供血。建议平
躺仰卧，
睡硬板床。
食管疾病：反流性食管炎患者应仰卧
睡觉，建议枕头高度为 15 厘米左右，有助

形之痰、无形之痰，均可治之，故有
“祛痰第一穴”之称。
丰隆穴位于小腿外侧，外踝尖上 8
寸，胫骨前肌外缘，条口穴旁开 1 寸。
按揉丰隆穴可广泛用于各种痰症，如痰
多、咳嗽、气喘、头痛、眩晕、癫狂
痫。胃肠病如呕吐、呃逆、便秘、胃
痛，下肢疾患如下肢痿痹、关节炎等，
也经常配合使用丰隆穴。

减轻胃液反流。
胸腔和肺部疾病：肺气肿患者宜仰
卧，并垫高枕头，以保持呼吸道通畅；哮喘
患者在哮喘发作时不能平躺，宜半卧位，
以减轻呼吸困难；有咯血症状的患者，宜
采用患侧卧位，防止血凝块阻塞支气管引
起呼吸困难。
胃病：患有胃溃疡、各型胃炎和消化
功能障碍的人，宜采用右侧卧睡。从解剖
学上看，胃大弯及胃通向十二指肠、小肠
通向大肠的出口都在左侧，右侧睡不会压
迫这些组织，
利于夜间肠胃消化食物。
下肢骨折：患者以平卧为好，如要侧
卧，可在两腿间夹个小枕头，避免关节过
度内收，
造成脱位。
静脉曲张：把脚稍垫高，在水平位置
上超过心脏的高度，有助于促进血液回流
心脏，避免下肢静脉充血。

越口渴，喝水越要慢
●莫鹏
口渴时“咕噜咕噜”大口畅饮，看似痛快，
却很伤身。
专家说，越是口渴时，喝水越要慢，否
则长期会给身体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第
一、刺激脾胃。一次性大量饮水会使胃脘胀
满、胃液稀释，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失常，出
现腹胀、胃痛等症状。第二、鼻腔压力大。
鼻子与口腔相通，喝水太急会增加鼻腔压
力，容易导致鼻塞。第三、心肾受影响。短
时间内补入大量液体，易产生高血容量综合
征，加重心脏、肾脏等器官负担，出现乏
力、胸闷气短等症状。第四、波及血压心
率。喝水太猛可能会造成人体电解质紊乱，
引发头痛、水肿、血压升高、心率减慢等。
那么，口渴时该如何把握喝水速度与喝水
量呢？专家建议采用匀速小量间断的补水方
法，一口一口地慢慢喝。每次 150~200 毫升即
可，不要一次喝太多。如果觉得不够解渴，过
3~5 分钟后，可再喝一点。需要提醒的是，体力
劳动或爬山、跑步、游泳等运动后，即使口渴难
耐，也不要马上大口喝水，最好先坐下来休息
10 分钟后再喝，给身体一个缓冲时间。慢性病
患者、老年人及长时间工作在高温环境下的人
群尤其要注意。

双腿告诉你身体哪里虚
●李明
双腿水肿：
脾虚
中医认为，肺虚、脾虚、肾虚都可导致水肿，
脾虚导致的水肿尤其体现在腿。按下凹陷不易
恢复、不爱吃东西、脸色灰暗，
就应健脾利湿。
饮食上，建议把山药、薏米、芡实放一起熬
粥，同时可多吃牛肉、鸡肉、红枣、胡萝卜等补脾
食物，忌食苦瓜、黄瓜、冬瓜、芹菜、香蕉等易伤
脾气的食物。鸭肉、猪肉、牡蛎、牛奶、芝麻易阻
碍脾气运化，应少吃。
现代医学认为，双腿浮肿原因很多，建议先
到医院看医生，千万不要盲目用药。
双腿冒凉气：肾阳虚
如果你生活中经常感到腰酸背痛，觉得累，
双腿浮肿、冒凉气，四肢发冷，尿少而清；女性月
经延后，量少，小腹胀痛或经血块多色暗等，这
是典型的阳虚症状。尤其是腰以下，按了凹陷
不起，甚至觉得腹部胀痛更要小心。
此种情况，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是根本。
不要食用生冷、辛辣食物，忌食性寒凉或滋腻味
厚、难以消化的食物，如粳米、豆腐、猪肉、花生、
香蕉等；伴有便秘者不要进食糯米等；伴泄泻者
忌食具有通便作用的食物。
平常注意保暖，不要熬夜，每天下午 4 点~6
点多揉肾俞穴（第二腰椎棘突旁开 1.5 寸处）；每
晚用热水洗脚后，搓两脚心，每次 5~10 分钟，能
益精补肾。
如果你在双腿怕冷的同时，还手脚发热，就
是肾阴虚了。应多吃清凉食品，如绿豆、银耳、
莲子等，也可做散步、慢跑、瑜伽、打太极等运
动。
膝盖凉，手脚凉：冷寒症如果经常感到手脚
冰凉、膝盖凉，多是冷寒症的表现。女性在经
期、孕期和产期等特殊生理时期更易如此。建
议平时多用热水泡脚，既能暖身，又能舒缓疲
劳。
通过适当的按摩，也能达到暖膝盖的目的。
摩涌泉穴 右手揉左脚，左手揉右脚，每天
早晚 100 下，接着揉脚趾 100 余下。
揉气冲穴（大腿根内侧）此穴下有一条动
脉，先按揉气冲穴，后按揉动脉，一松一按，交替
进行，一直到腿脚有热气下流的感觉。
拍打肾俞穴（两边腰眼）每侧均稍用力拍
打 100 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