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夏以来 ， 随着气温的
不断升高， 人们的心情也逐
渐急躁起来， 出现一些夏季
特有的身心不适感， 例如心
情烦躁、 易动肝火、 好发脾
气、 思维紊乱、 对事物缺少
兴趣。 如何针对夏季身心特
点进行调整， 使自己精力充
沛， 清爽度夏？ 下面就听听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
医院中医康复中心主任医师
李承家， 讲讲夏季养生这个
话题。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咖啡的种类众多， 但日前意
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研究表明，
喝无添加的黑咖啡， 可降低前列
腺癌风险 ， 也最防癌 。 研究对
7000名男性进行了4年随访， 发
现每天喝黑咖啡的人， 前列腺癌
发病风险降低了53％。 黑咖啡还
能促进心血管循环， 促消化， 改
善低血压， 改善腹胀、 水肿等。

很多人都有自言自语的习
惯， 英国班戈大学研究发现， 自
言自语的人认知功能更好、 更聪
明。 常与自己对话， 有利于增强
记忆力和认知力， 培养独立分析
问题的能力。 这是了解自己、 帮
助自己独立成长的最好方式。 专
业运动员在大赛前也喜欢自言自
语， 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口腔科医生提醒， 4种药最
容易引起口腔溃疡： ①润喉片，
其中的薄荷、碘等成分会直接刺
激口腔黏膜。 ②抗生素， 广谱抗
生素易造成菌群失调。 ③解热镇
痛药， 多为有机弱酸， 对黏膜有
刺激作用。 ④化疗药， 对造血系
统、黏膜上皮细胞等有毒副作用。

近日哈佛大学一项研究显
示， 吃烤肉有升高血压的风险，
可能对心脏不利。 高温烧烤的食
物会产生一种称为 “晚期糖化终
产物” 的化合物， 它会减小细胞
弹性， 并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
心脏病人若要吃肉， 选择蒸煮类
型的肉类更为健康。

咖啡喝黑的最防癌

4种药易诱发口腔溃疡

爱自言自语的人更聪明

吃烤肉很伤“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康复医院

健康在线
协协 办办

子宫脱垂

美女们都渴望拥有一个平坦
的小腹 ， 对腹部脂肪 “嫉恶如
仇”。 但一个女性的腹部脂肪有3

厘米的厚度才是最健康
的。 它可以保护里
面的卵巢和子宫 ，
帮助维持温度。

若 是 失 去 足
够 量 的 脂肪保护 ， 子
宫就容易从正 常 位 置
沿 阴 道 下 降 ， 子宫颈

下垂， 甚至脱出于阴道口外， 形
成子宫脱垂， 严重的还可能导致
宫颈口感染， 甚至宫颈炎。

不孕

脂肪是女性成熟的
重要条件， 是女性月经

和生育的能量来源。 如果女性脂
肪总量少于体重的17%以上， 就
会影响性器官的发育， 推迟月经
初潮来临和性成熟的年龄。 16岁
以上的女子要维持正常的月经周
期和怀孕、 哺乳等生育能力， 体
内脂肪含量必须超过体重的20%
~22%。

这是因为脂肪组织能将肾上
腺皮质所提供的原材料加工转变
为雌激素， 是体内除卵巢以外制
造雌激素的重要场所。 如果体内
脂肪过少， 雌激素的合成及其在
血液内的浓度水平就会受到影
响， 导致雌激素水平处于不足状
态， 而这一水平正是影响女性生
育能力的关键标准之一。

贫血

节食是许多女性青睐的减肥

方法 ， 认为只要不吃 就 会 瘦 。
实际上 ， 过于消瘦者普遍存在
营养摄入不均衡的问题， 铁、 叶
酸、 维生素B12等造血物质本身就
摄入不足； 由于吃得少， 基础代
谢率也比常人要低， 因此肠胃运
动较慢、 胃酸分泌较少， 影响营
养物质吸收。 这些都是造成贫血
的主要原因。

另外 ， 营养不良则身体免
疫力降低 ， 还容易出现继发性
贫血。

盲目减肥子宫会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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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养生 养心是关键

四季养生的要点是遵循四季
变化规律来调整自己的情志、 起
居、 饮食等， 以达到养生防病的
目的。 夏季是从立夏开始， 经小
满、 芒种、 夏至、 小暑、 大暑，
止于立秋前一天。 夏季是天之阳
气与地之阴气交会之时， 自然界
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夏季的气
候特点是阳气最旺， 酷暑炎热，
中暑是夏季最常见疾病。 同时地
之阴气始升， 湿热交蒸， 痢疾等
肠道疾病多发。 中医认为五脏属
性与四季之气相通， 而心与夏季
相应， 因此夏季养生重在养心。

在黄帝内经中提到 ： “心
者， 生之本， 神之变也， 其华在
面 ， 其充在血脉 ， 为阳中之太
阳， 通于夏气”。 夏季烈日酷暑，

汗液外泄， 中医认为： “汗为心
之液”， 心气最易耗伤， 中医认
为， “暑易伤气” “暑易入心”。
在炎热的夏天， 尤其要重视精神
的调养， 要做到神清气和， 胸怀
宽阔， 使心神得养。 要让机体的
气机宣畅 ， 通泄自如 ， 情绪外
向， 呈现出对外界事物有浓厚的
兴趣， 切忌发怒， 这是适应夏季
的养生之道。

夏日易耗心气 养心牢记3招

了解了夏季养心的重要性 ，
在夏季如何进一步养心呢？ 首先
要做到以下几点：

情志有序气宣神静
人们要借助夏天这个散发的

季节， 把春季的郁滞情绪宣泄出
去 ， 以保持情志调畅 、 心神和
缓。 夏季一派繁荣景象， 人们喜
爱的景色在户外， 应该多到室外
活动， 享受大自然美景。 如果违
背了夏天的自然之道， “逆之则
伤心”， 就会损伤心气， 秋冬季
节容易患病。

夏季养神， 一忌肝火， 尽量
避免生气、 焦虑、 抑郁。 二忌心
火 ， 减少心烦 、 懊恼 、 躁动不
安 。 宜清养静心宁神 ， 摒除杂
念， 避免不良精神刺激， 保持淡
泊宁静的心态。 此时应注意调控
情绪， 使阳气得到宣泄， 让心中
无存郁怒， 使精神适应夏天， 以
做到心静自然凉。 同时保持精神
外向 ， 对外界事物有浓厚的兴
趣。 这是适应夏天的气候， 保护
身心之气的方法。 如果违背了夏

季之气， 心会受伤， 到了秋天就
会生病， 致使身体提供给秋天收
敛的能力就差了， 冬天则会再次
发生疾病。

起居有常寓动于静
夏季天气炎热， 微微出汗能

够调节体温， 利于气血调畅。 如
不顾养护， 因天气炎热， 经常大
汗淋漓， 则不利于身体健康。

中医有 “汗血同源” 之说 。
汗由津液所化生， 津液与血均水
谷精微。 汗为心之液， “阳加于
阴谓之汗”。 出汗过多， 不仅容
易耗津伤血 ， 而且也能伤及阳
气， 导致气血两伤、 心失所养，
出现心慌气短 、 神疲乏力等症
状。 因此夏季运动量不宜过大、
也不能过于剧烈运动， 应以温和
运动和少许出汗为宜， 免运动量
过大、 出汗过多损伤心阴。

对于夏季依然坚持锻炼身体
的人可以选择练太极拳、 自然养
生操、 缓步慢走等舒缓运动。 夏
季昼长夜短， 人们顺应自然， 晚
睡早起， 使得睡眠时间会略显不
足。 同时由于白天天气炎热， 体
力消耗较大。 因此午睡就格外重
要， 午睡让身体和心理都得到充
分的休息。 午睡要在餐后半小时
开始， 睡眠时间以半小时为宜。
夜间失眠者， 则不宜午睡。

饮食有度清火宁夏
夏季太阳高照， 正是阳气最

旺盛的时候， 夏季在五行当中属
火属心，因此心火较旺盛，也较耗
气伤阴， 导致口干舌燥、 食欲不
振等情形 ， 也是最容易感到疲
倦、 乏力的季节。 根据 “春夏养

阳”的原则，夏季饮食宜温。 过于
辛热，助阳生热，耗伤气津。 过于
寒凉，助湿生痰，困脾伤阳。

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 在夏
季， 随着尿液、 汗液排出增多，
易引起负氮平衡。 因此， 蛋白质
的摄取量应在平常的基础上增加
10%～15%， 可以适当吃一些富含
蛋白的鱼肉、 鸭肉、 鸡肉等。

适当补充维生素 。 夏季炎
热， 随着汗液排出水溶性维生素
也会增多， 尤其是维生素C， 补
充维生素对提高耐热能力和体力
有一定的作用， 而新鲜的水果蔬
菜中则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补充水和无机盐。 大量出汗
后不但体内水分不足， 而且还会
流失大量的钠、 钾； 而缺钠可引
起严重缺水， 所以要补充水分和
无机盐 。 水分的补充最好是少
量、 多次， 这样可使机体排汗减
慢， 减少人体水分蒸发量。

同时夏季是人类疾病尤其是
肠道传染病多发季节。 在夏季应
多吃 “杀菌” 蔬菜， 这类蔬菜包
括 ： 大蒜 、 洋葱 、 韭菜 、 大葱
等。 这些葱蒜类蔬菜中， 含有丰
富的植物广谱杀菌素， 对各种球
菌、 杆菌、 真菌、 病毒有杀灭和
抑制作用。 其中， 作用最突出的
是大蒜， 最好生食。

苗条的身姿已经是很多女性的追求， 不少女性为了自己的美丽， 不惜节食减肥，
这就导致月经不调等疾病的高发。

夏夏季季养养生生重重在在养养心心
防防暑暑热热更更要要禁禁贪贪凉凉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陈陈曦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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