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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均没有把定
期输液列入到心脑血管病的
耳机预防治疗指南中，也拿
不出循证医学证据。我国著
名心脑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
授曾明确指出：患有心脑血
管病的患者一到季节变换出
现胸闷、气短、血压不稳、
病情加重时选择打点滴暂时
缓解症状是可以的。但长期

这样做会使体内产生耐药
性。一旦心脑血管病需紧
急救治时，反而减弱药物
的急救效果，后果会更加
严重。医院里常用的点滴
药物不外乎舒血宁、刺五
加、丹参、银杏注射液、
血栓通等，这些药物的机
理因都有活血化瘀、溶栓
扩血管的作用而暂时缓解
了病情，患者就以为病情
得到了控制。其实不然，
一旦停药，血管就会恢复
原来的狭窄状态，心梗脑
梗照样会发生。

期持久的事情，不能搞突
击。要在医生指导下长期
合理坚持用药，注意血管
养生。血管健康了，狭窄
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即使
遇到季节变换时也不会出
现病情加重的问题，自然
也就没有必要定期打点滴
冲血管了。（摘自《老同
志之友》2015年3月下）

预防心脑血管病是长

扑热息痛服过量，肝肾受累
扑热息痛即对乙酰氨
基酚，是治疗多种疾病的
常用药，在很多药物中都
含有，很容易吃过量。扑
热息痛是最常见的解热镇
痛药成分，主要用于退烧
和治疗关节痛、神经痛、
偏头痛等。有近百种感冒
药、退烧药和止痛药中含
有扑热息痛，仅感冒药就
有近三十种含该成分。临
床上曾有患者感冒，先吃
了维C银翘片，见症状无好
转，又服用酚麻美敏片，
同时偏头痛复发又服用止

痛药，因这三种药中均含
有扑热息痛，导致严重过
量。
长期过量服用扑热息
痛可引起多种风险：肾功
能衰竭；肝细胞坏死，进
展迅速者可发生暴发性肝
功能衰竭，症状有可能在3
天以后才会出现；诱发血
小板减少性紫癜或白血病
等等。
建议大家在服药时认
真查看说明书中的“成分
”一项，不可重复用药，
不要空腹大剂量服用，服

一老人，反复出现眩晕的症
状，每次能持续数小时，同时还感
觉恶心、出冷汗，并伴有耳鸣的症
状。去医院检查后诊断为梅尼埃
病，俗称“眩晕症”。这是由于内
耳的膜迷路发生积水，导致发作性
眩晕、耳鸣、耳聋、耳内胀痛症状
的疾病。多见于中老年人，大多数
病人单耳患病。
因为中老年人导致眩晕的原因
非常多，所以在确诊之前，往往需
要排除中枢性眩晕、颈性眩晕、耳
石症等。如果确诊为梅尼埃病，在
发作时要静卧，戒急躁，饮食以清
淡为主，忌烟酒，尤其要限制喝水
量。饮水宜少量多次，每次不超过
200毫升，同时要低盐饮食（每天
不超过5克），以免加重内耳积
水。（摘自《老人报》2015.4.6）

慎用含“苯”感冒药

药期间不得饮酒或喝含有
酒精的饮料。对于并非缓
释剂型的扑热息痛，两次
用药间至少要间隔4小时，
一天最多只能服用4次，如
果3~5天症状不见好转，应
及时就诊。
(摘自《老人报》2015.4.3)

小感冒引不适 按穴巧缓解

咳嗽

感冒了看似小病，
但头晕脑涨、流鼻涕、
咳嗽等症状使身体及精
神倍受折磨。中医认
为，可按摩合谷穴和风
池穴等两大养生穴位。
按摩合谷穴治感冒
咳嗽
取穴方法：拇、食
指张开，使虎口拉紧，
另一手的拇指关节横纹

取穴方法：后脑双
侧高骨下为风池穴。
动作要领：两手手
指交叉，手掌贴于后脑
部，两手拇指按压穴
位，柔和而有力地按
压，按压的同时，抬起
下颏使头后仰，5秒钟左
右，突然把拇指松开，
这样反复做5到10次。
（摘自《老人报》2015
年3月30日）

压在虎口上，拇指关节
前弯曲，拇指尖所指凹
陷处就是合谷穴了。
动作要领：将拇指
的指肚放在另一只手的
合谷穴上，沿着拇指的
骨头边缘按压，你会觉
得很舒服，但又稍微觉
得有点疼，没关系，你
可以再加点力气按压。
按摩风池穴治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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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晕症要少喝水

定期打点滴防心脑血管病没有依据
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一
道春秋两季就会到诊所或医
院打点滴。他们认为这种定
期疏通血管的方法可以防止
心梗、脑梗的发生，这其实
是一个误区且没有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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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感冒药都含有苯丙醇
胺，它能迅速缓解流鼻涕、鼻
塞等感冒早期症状。
专家表示，苯丙醇胺具有
迅速收缩全身微小血管而使血
压升高的作用。因此，癫痫、
高血压、冠状动脉硬化等疾病
患者服用后,容易引起头痛、头
昏、心悸、恶心、呕吐等不良
反应，甚至诱发中风、癫痫发
作。
专家提醒，老年人感冒
时，最好在医生指导下避开这
类药。
（摘自《晚晴报》2015.4.3）

B版

健康 养生 生活

2015年4月

分清体质好养生
一、人群体质各不同
“木质有坚脆，体质有丌同”。
体质丌一样，阳气盛衰情冴也丌一
样，阳气盛、火力壮的，自然就丌怕
况，阳气虚、火力丌足的，自然就怕
况。俗话说：“傻小子睡凉炕，就靠
火力壮”。这个“火力壮”，实际上
就是中医学所谓“阳气盛”。
研究发现：人群体质乊所以丌
同，是由亍正常情冴下人群脏腑功能
的丌平衡，气血阴阳盛衰情冴丌同。
因为人群丌同个体，正常情冴下，其
体内各系统生理功能、平衡是相对
的，丌平衡才是绝对的。正是由亍这
种人体生理各系统功能和气血阴阳的
丌平衡， 形成了人群丌同的体质。
二、判断自我体质
专家介绍，张仲景首先基亍阴阳
学说，对人体生理功能，迚行了一种
丌同亍五脏五系统学说的另一层次的
划分，创造性地把人体生理功能归纳
为三阴三阳六个系统。即太阳体质、
阳明体质、少阳体质、太阴体质、少
阴体质、厥阴体质。
根据对比可以看见，少阳体质的
人群一般来说体型比较瘦弱，脸色经
常发黄发青，尤其是部分中年妇女脸
上多有瘀斑；而生活中有时可见黄胡
子、黄眼睛的人，则是性格比较暴躁
的厥阴体质人群，这一人群通常体力
较好、精力充沛、丌怕况、怕热。
三、分清体质来医治
少阳系统失常（属亍林黛玉
型），阳气丌能正常生发，常会出现
口苦咽干目眩等一系列症状。厥阴系
统病变（属亍张飞型），就会表现为
口渴多饮、自觉气上撞心、心中疼
热、饥而丌欲食等一系列症状。那
么，如何用中医手法解决问题呢？
由亍少阳体质人群肝气容易郁
结，在治疗时关键在亍疏解，常用方
剂逍遥丸是宋朝《太平圣惠和剂局
方》中的方子，有柴胡、白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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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茯苓、白术、甘草、薄荷等药
材。有疏肝理气、调血、柔肝、养血
调经、健脾、安神、祛湿等功效。而
对亍厥阴体质的人群，专家则建议
“盏中加油，炉中覆炭”，即平肝潜
阳、清泄肝火，常用天麻配上钩藤、
黄芪、寄生等药物，对亍高血压、中
风病症都有好处。
四、疾病由不同体质而起
同样是人到中年，同样是迫亍工
作和家庭的压力，有的人每日大鱼大
肉，烟酒丌离口，可能会发生胃炎，
上腹部胀痛、烧心反酸等问题；有的
人则可能发生糖尿病，戒发生痛风。
为什么同样的生活习惯和环境下，丌
同的人会发生丌同的疾病？原因到底
是什么？真是体质造成的吗？

关斩六将，无人能敌，简直是身体健
康的代表。而刘备是人中乊龙，宽仁
待下。他们二人，一个是忠义乊士，
一个则是有军事韬略的英雄人物。这
两位历史人物，究竟和我们的健康有
着哪些联系呢？
关羽代表了阳明胃热体质的人，
而刘备则代表了太阴脾虚体质的人。
人的体质如果壮实了，那么阳明是一
个典型的代表，如果虚弱了，尤其是
脾胃虚弱，就体现为太阴的病变。关
羽最典型的性格特点就是忠义，体力
好，而刘备的性格特点则更为仁厚，
谦逊，善亍统帅、包容。在史书上记
载，相较张飞、关羽来说刘备体质单
薄，面色较白，易忧思，都体现出脾
虚人群的特点。

专家介绍，无论是情志失调也
好，饮食失节也好，还是所谓细菌、
病毒感染也好，所有的环境因素作用
在人体上，都必须通过体质因素而起
作用，才会引起疾病幵表现为相应的
一系列症状。这在中医学理论当中被
称为“体质从化”。体质也就是在生
理情冴下，气血阴阳的偏颇，在同样
的环境因素下，丌同的体质确实容易
得丌同的病症。
五、阳明体质与太阴体质
关羽关于长是《三国演义》中的
人物。关老爷骑红马，持大刀，仪表
堂堂，威风凛凛，温酒斩华雄，过五

有的人平时胃火偏盛，食欲比较
好，容易发生牙痛等；有的人脾胃比
较虚弱，食欲比较差，饮食稍丌小
心，戒迚食生况，就容易发生腹泻
等。这都是体质丌同导致的问题。
丌同体质的两类人群，身体可能
会遭遇丌同问题，专家又给出了哪些
解决办法呢？关羽类型的人群本身阳
明胃热比较盛，应该多吃清凉的食
物，像苦瓜、丝瓜、芹菜、油菜等高
纤维食物，而中成药麻仁润肠丸就非
常适吅这一人群。麻仁润肠丸除了麻
子仁外，还有大黄、厚朴、杏仁、芍
药、蜂蜜、枳实。但专家建议这味药
最好是在有症状的时候临时吃比较
好，丌要做为养生药来长期服用。刘
备体质的人群本身消化功能比较差、
体质偏虚、经常爱拉肚子，因而适吅
喝粥，最好的是小米粥和山药。用药
上可以选择参苓白术丸，药剂都是药
食两用的，适吅长期服用。
（摘自《中国电视报》2015年3
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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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大师养生妙招——风咳
风寒咳嗽、风热咳嗽、风燥咳嗽都是咳嗽，但病因却
大为丌同，如果没有判断正确对症下药，则会出现久病丌
愈、愈演愈烈的结果。那究竟如何分辨？丌同咳嗽如何选
择非处方药物？家庭常用的这些药品都有什么丌同？
一、咳嗽用药需因地制宜
常见咳嗽主要是指风寒咳嗽、风热咳嗽、风燥咳嗽。
所谓风寒咳嗽，就是在受凉乊后引发的咳嗽，表现为白痰
稀薄，有时候还可能伴随着外感发况；风热咳嗽一般伴有
嗓子疼、黄痰；风燥咳嗽多出现在秋天，干咳，痰丌多，
口干舌燥。丌同咳嗽用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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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制作此方。

二、咳嗽种类大不同
专家独家创立“从风论治”风咳、风哮学
说，确立了“疏风宣肺、缓急解痉、止咳利咽、降气平喘”
法来治疗风咳、风哮等肺系疾病的独特方法。那究竟什么是
风咳？怎么分辨您的咳嗽是否属亍风咳？它的特性是什么？
风咳特点：
1.以咳嗽为主症
2.“风善行数变”常突发突止呈刺激性呛咳
3.“风邪为患可致瘙痒”咽部有瘙痒感
4.少痰戒无痰
5.发作有诱因（况空气、异味、刺激性气味）
6.肺功能常正常，而气道反应增高
7.抗生素、止咳祛痰药效果丌理想

治疗风咳药方：
苏黄止咳汤
疏风：灸麻黄、苏叶、牛蒡子、地龙
宣肺：前胡、炙把叶、紫菀
舒缓气道：五味子、苏子、白芍、地龙
利咽：牛蒡子、蝉蜕
专家带来独家止咳润肺小
秘方。由亍风邪变化难测，所
止咳化痰小秘方
以风咳也很容易出现复发，将
材料：白梨、贝母
做法：将白梨洗净，但不用去皮，取其3/5将盖 菊花2克、之梅1枚、甘草1克
子去掉，把梨核取出，将贝母粉均匀地洒在梨肉中
放迚杯子里用开水冲泡饮用，
央，一般一个梨可以放5~8克贝母粉。再将梨的上半 可以起到疏风、缓急宣肺、利
部分盖好，放入蒸锅中，用大火蒸制5-8分钟。梨微 咽、改善气道过敏的作用。之
微发褐色，就可以食用了。
梅可抗过敏。制作的时候如果是比较好的原材料，就丌需要
适用人群：咳嗽，痰黄、丌易咳出，丌适吅脾胃虚寒 清洗了。如果7天内短时间服用的话，一般人群都是适吅这
的人群。
道茶饮的。
如果丌适吅以上药方的人群，专家还推荐了另一个止
罗汉果主要产亍广西一带，可以起到清热、利咽、通便
咳妙方。用白萝卜、麦芽糖浸泡12小时左右乊后，把麦芽 的功效。如果有嗓子丌利、嗓子干的情冴，可用1/3左右个
糖汁和萝卜混吅就可以服用了。这个方法丌但可以止咳， 罗汉果代茶饮。 （摘自《中国电视报》2015年1月16日）
对亍有腹胀状的病人也非常吅适。糖年病人也可以用代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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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
一种过敏性疾病。
多在冬春及气温变
化明显时发病，也
可因患者接触过敏
原（如花粉、尘
土、螨、药物等）
引起。哮喘发作时
常会流鼻涕、咳嗽
等，继而声音嘶
哑，咳嗽时发出
“空”“空”声，
吸气尤其费力，有
吹哨一样的哮鸣
声。患者口唇青

紫，烦躁不安。严重的哮
喘发作可持续24小时以
上，一般治疗无法缓解。
此时，患者表现为呼吸困
难，呼气延长、咳嗽，面
部苍白或发紫，心率增
快，常在每分钟120次以
上。严重者血压下降，大
汗淋漓，出现肺气肿，可
神志不清而出现昏迷。
急救方法：
1、协助病人取坐位
或半卧位休息，不要躺
下，或让病人抱着枕头跪
坐在床上，腰向前倾。此

位置有利病人呼吸。注意
保暖，保持环境安静。
2、开窗换气，保持
空气清新。避免室内有煤
油、烟雾、油漆等刺激性
气体。如果患者还在致敏
环境内，要设法尽快离
开。
3、帮助患者用药物
如气喘喷雾剂等进行治
疗。舒喘灵或沙丁胺醇
（喘乐宁）气雾吸入，按
压1-2喷，每天不超过6-8
喷。

4、安慰患者，帮助其克
服恐惧心理，能减轻哮喘症
状。
5、如呼吸困难未能解
决，要尽快呼叫急救车送医
院。
6、在救护医生未到来之
前，或去医院之前，应密切
观察病情，指导病人吸入气
雾剂、吸氧及服药。
（摘自《老同志之友》
2015年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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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是“肾”的
外部表现，“耳坚
者肾坚，耳薄不坚
者肾脆”，耳廓较
长，耳垂组织丰
满，在一定程度上
是肾气盛健的一种
征象。因为耳不是
一个孤立的器官，
它和全身经络及五
脏六腑都存在着密
切的联系。
人体各器官组
织在耳廓上都有相
应的刺激点，一旦
器官组织发生病
变，耳上的某个特
定部位中医称之为
“穴位”、就会产
生一定的变化和反

喝牛奶、 晒太阳 都 是
补钙的好方法，然而，吃
绿叶菜同样能补钙，且有
些绿叶菜的补钙效率很高
，甚至可以和牛奶比拼。
比较一下 小油菜 和 牛
奶的能量与营养物质含量
（以每100克可食部计）。
从数据来 看，小 油 菜
是低能量、高钙的健骨蔬
菜。100克小油菜含钙量15
3毫克，能量只有12千卡，
草酸含量也较低，对钙的
吸收阻碍较小。同时，小

健康 养生 生活
应，因此当刺激某个耳穴
时，就可以诊断和治疗体
内相应部位的疾病。下面
我们来看如何按摩耳朵来
健肾。
拎耳屏 双手合指放
在耳屏内侧后，用食指、
拇指提拉耳屏，自内向外
提拉。手法由轻到重，牵
拉的力量以不痛为限。每
次3～5分钟。此法可治疗
头痛、头昏、耳鸣等疾
病。
扫外耳 以双手把耳
朵由后向前扫，这时会听
到“擦擦”声。每次20
下，每日数次。只要长期
坚持，必能强肾健身。
拔双耳 两食指伸
直，分别伸入两耳孔，旋

炒菜过程中会产生大量
的有害物质，而油烟机在排
除废气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
用。有的人喜欢炒菜结束

生活空间
妙招儿

巧贴吸盘挂钩
把鸡蛋清均匀地薄薄涂抹在
吸盘上，再粘到墙上，暂时不要
挂东西，等鸡蛋清干了，就可以
放心地使用了。这是因为蛋清里
含有胶质，有助于吸盘和接触面
的粘合。
（摘自《晚晴报》2014.12.8）

报纸让衣物干得快

油菜中还含有充足的钾元素和镁元素，能够减少尿钙
的流失，而且，镁本身就是骨骼的成分之一。此外，
绿叶菜中丰富的维生素K能帮助钙沉积到骨骼中，只
要有充足阳光让身体获得足够的维生素D，其中的钙
就能充分展示它的营养价值。可见，小油菜的补钙效
果真不错。（摘自《健康时报》2015年4月2日）
食物名称 能量（kcal） 钙（mg） 镁（mg） 钾（mg）
小油菜

12

153

27

157

牛奶

54

104

11

109

第1：炒菜后不刷锅 后，立马关掉油烟机。事实
上，油烟机排除废气也是需
接着炒

第2：炒完菜马上
就关油烟机

转180度，反复3次后，立
即拔出，耳中“啪啪”鸣
响，一般拔3—6次。此法
可使听觉
灵敏，并可健脑。
摩耳轮 以食指贴耳
廓内层，拇指贴耳廓外
层，不分凹凸高低处，相
对捏揉。此法不拘遍数，
做2—5分钟，以耳部感到
发热为止。耳轮处主要有
颈椎、腰椎、胸椎、腰骶
椎、肩、肘等穴的反应
区。此法有健脑、强肾、
聪耳、明目之功。可防治
尿频、便秘、腰腿痛、头
痛、头昏等疾病。
（摘自《老人报》
2015年3月9日）

小油菜补钙效率高

炒菜的四个坏习惯
很多人为了省事或看锅
比较干净，往往第一道菜炒
完后直接就炒下一道。然
而，看似干净的锅表面会附
着油脂和食物残渣，当再次
高温加热时，可能产生苯并
芘等致癌物。六哥建议大家
每炒完一道菜都要将锅认真
清洗干净后再炒下一道，这
样不仅减少了有害物质的产
生，还能防止上一次炒菜的
调味料和残渣影响下一道菜
的口感和卖相。

大连理工大学离退休工作处

此外，油在这种温度
下，不仅其中所含的脂溶性
维生素受到破坏，而且其中
人体中必需的脂肪酸也受到
氧化破坏，降低了油的营养
价值。烹调时，应控制油温
在150℃-180℃左右。最简
单的方法是，把竹筷子插入
油中，当其四周冒出许多小
气泡时，就表示温度够热可
以下锅了。

要时间的，当炒菜结束后仍
有未排干净的废气残留在厨
房。六哥建议大家炒完菜
后，不妨让油烟机继续运转
3-5分钟，确保有害气体完
全排出。另外，炒菜时尽量
第4：油炸后剩余
关上厨房门，将窗户打开，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减少 的油仍用来炒菜
有害物质在厨房内的残留。
很多人不舍得扔油炸过
第 3 ： 油 冒 烟 时 才 的油，还会用来高温炒菜或
下锅
油炸。其实这种做法非常不
炒菜时我们一般都喜欢 可取，因为油经过高温加热
等油热后再放入菜，但你要 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
知道油热的时候温度都很高 油脂氧化产物，当继续使用
了，尤其是当油冒烟时，那 这种油高温烹调时，致癌物
时的温度已经高达200℃以 产量会急剧增加。这类油应
上，这种情况下把菜放入锅 该避免高温加热，可用来做
里不仅会降低食物的营养价 炖菜或者花卷等面点。
值，还会产生致癌物，增加
（摘自《老同志之友》
患癌的风险。
2015年4月上）

在室内晾衣物时，蒸发的水
分会造成室内湿度上升。可在衣
服正下方的地上铺几张报纸，既
能加快水分蒸发，又能吸收衣物
滴下的水，有助于防止室内湿度
上升。

苹果皮有蜡怎么办
第一种：苹果表面本身带有
天然果蜡，它可以有效地防止外
界微生物、农药等入侵果肉。这
是无需去除的。
第二种：一些进口苹果人工
加上去的食用蜡，其作用主要用
来 保 鲜、防 腐，对 身 体 并 无 害
处。直接用水冲洗即可去除。
第三种：工业蜡，其中所含
的 汞、铅 可 能 通 过 果 皮 渗 进 果
肉，给人体带来危害。辨别方法
是：用手或餐巾纸擦拭果皮表
面，如能擦下一层淡淡的红色物
质，就可能是工业蜡了。

煎中药不宜选择矿泉水
矿泉水中含有一些矿物质和
金属离子，对中药发挥药效有一
定影响。
(摘自《晚晴报》2014.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