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养肝泻火按“三穴”
《黄帝内经》 说： “春三月， 此

谓发陈。 天地俱生， 万物以荣……
此春气之应， 养生之道也。 逆之则
伤肝， 夏为寒变”。 春季肝气旺盛
而生发， 但是如果肝气生发太过或
是肝气郁结， 容易损伤肝脏， 到夏
季就会发生寒性病变。

中医也认为 “春与肝相应 ” ，
人应四时。 春季万物生长， 机体也
是如此， 立春之后体内肝气随着春
日渐深而愈盛， 在清明之际达到最
旺。 此时人们肝火易旺， 情绪容易
失控， 各种慢性肝病在此时容易复
发和加重。 春季的气候特点与人体
肝脏有密切关系， 未病先防， 有病
防变， 清明前后加强肝脏保健正当
其时， 按揉大敦、 行间和太冲三个
肝经大穴也有利养肝护肝。

大敦穴： 大敦穴是肝经的第一
穴位，在大脚趾内侧的趾甲缝旁边。

大敦穴又是一个井穴，
“井”是源头的意思。在
脚拇指趾甲边际最靠
第二趾之外有大敦穴。
大敦穴可以按摩，也可
以艾灸，有清肝明目之
功效 ， 可使你头脑清
晰，神清气爽。

行间穴 ： 行间穴
在大脚趾和二脚趾缝
上 。 它是一个火穴 ，
肝属木， 木生火， 如果肝火太旺 ，
就泻其心火。 而行间穴就是一个泻
心火的穴位。 春天肝火盛， 会导致
牙痛、 腮帮子肿、 口腔溃疡、 鼻出
血、 舌尖长泡等症， 这表明火已经
从肝经进入到心经， 多揉行间穴 ，
可以散发心火。

太冲穴： 太冲穴在大脚趾缝往
脚背上四厘米处， 堪称人体第一要

穴。 有人把太冲穴比作人体的出气
筒， 因为它是肝经的原穴、 腧穴和
火穴， 最能消散肝气肝火。 通过按
揉太冲穴， 可以把人体郁结的气最
大限度地冲出去。 大脚趾与二脚趾
结合的地方向脚脖子方向推， 推到
两个骨头连接的尽头就是太冲穴 ，
找到最痛点， 从太冲穴向行间穴方
向推揉。

□邹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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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面对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职场女性该如何活出自我？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6100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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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与本报合办

工工会会提提供供心心呵呵护护
职职工工享享受受心心服服务务

■生活小窍门

□本报记者 张晶

免费职工心理咨询在线服务
www.bjzgxl.org

【职工困惑】

年轻时， 我很出色， 名校毕业、 长得
漂亮 、 多才多艺 ， 走到哪里都受人欢迎 。
可是结婚生子后， 丈夫以工作忙为由拒绝
分担家务， 我无奈地承担了全部家务。 接
送孩子、 做饭洗衣、 照顾老人……都是我
一人完成， 为了照顾家庭， 我错失了无数
事业上升的机会， 可最后丈夫却和我离了
婚。 我真的很懊悔， 我付出了那么多， 最
后却一无所有 ， 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失败 ，
我该怎么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婚
姻是否幸福并非一个人可以控制的， 就算
女性把事业和家庭平衡好了也未必能够防
止婚姻破裂。 您的前夫在婚姻生活中拒绝
承担任何家务和照顾孩子， 这本身就显示
出不负责任的特质。

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了， 我们能做的不
是去弥补过去生活的不精彩， 而是从现在
开始去精彩地生活。 精彩的生活是什么呢？
事业成功， 家庭和睦？ 其实精彩在于每个
人的内心体验， 照顾好自己和所爱的人。

在此， 建议您首先留点时间给自己。 前
半生家庭和孩子占据了您大多数时间， 现
在开始把重心转向自己身上， 有能力爱自
己， 才有余力爱他人。

第二， 留点时间给家人。 与家人一起聊
天， 为家人做美食， 一起外出旅游等都可
增进与家人的感情。

第三， 留点时间给朋友。 每个人处于社
交环境中都需要朋友， 以前因为照顾家庭
可能忽视了和朋友相聚， 现在可以重新走
入这个圈子， 充实自己的生活， 在与外界
的交往中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

第四， 留点时间给学习。 这里的学习不
仅是单纯学一门技术或者知识， 更倾向于
自我修养的提升， 对人生的感悟， 获得内
心的平和。

【专家建议】

“家庭和睦， 事业有成” 是每个女性
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
想要真正平衡工作和生活并不容易， 毕竟
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 每个人的一生
中总有大起大落 ， 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
发生过的事情、 做过的选择， 我们改变不
了， 就算改变了， 最终的结果也未必像我
们预计的那么美好。 有经历的女性， 从挫
折中走出来的女性， 才会真正成为一个睿
智、 优雅、 坚韧、 完美的现代女性， 也才
能更加珍惜当前所有， 精彩地过好每一天。

暮暮春春““五五低低三三补补””调调胃胃肠肠 □陆岩岩

俗话说： 清明断雪， 谷雨断霜。
过了清明， 时令就进入暮春， 即春夏
之交了 。 而暮春时节 ， 气温逐渐上
升， 阳气随之爬升， 此时肝气旺盛，
脾胃较虚弱， 所以应注重胃肠功能的
保护， 胃肠调养宜 “五低三补”。

饮食宜 “五低”

暮春时节， 气温日渐升高， 此时
饮食应以清淡为主， 在适当进食蛋白
类食物及蔬果之外， 可饮用绿豆汤、
酸梅汤以及绿茶， 以防体内积热。 更
不宜进食羊肉、 狗肉及花椒、 辣椒等
辛热之品， 否则会邪热化火， 诱发疮
疥、 痈肿等疾病。

暮春饮食， 宜注意考虑低盐、 低
脂、 低糖、 低胆固醇和低刺激等5个
方面。 低盐就是少食钠盐， 因为钠盐
太多会诱发高血压病， 因此每天食盐
不超过6克 ； 低脂也就是少食油脂 ，
油脂每天摄取总量不超过膳食总量的
30%； 低糖也就是少吃游离糖， 食糖
过量也会影响人体的健康； 低胆固醇
是少吃含胆固醇高的动物食品， 因为

胆固醇过高会导致动脉硬化和心脏及
脑血管等多种疾病， 每天食肉类食品
不能超过300克； 低刺激即少吃辛辣
食品。

同时少吃燥热物。 暮春应选择吃
些低脂肪、 高维生素、 高矿物质的食
物 ， 比如新鲜蔬菜 ， 包括荠菜 、 菠
菜、 马兰头、 香椿头、 蒲公英等， 这
些可起到清热解毒、 凉血明目， 通利
二便、 醒脾开胃的作用。 春夏要少食
酸性食物和辛辣刺激的食物， 否则会
使肝火更旺， 伤及脾胃。 暮春时节，
在适当进食优质蛋白类食物及蔬果
之 外 ， 可 饮 用 绿 豆 汤 、 赤 豆 汤 、
酸梅汤以及绿茶 ， 防止体内积热 。
不宜进食羊肉 、 狗肉 、 麻 辣 火 锅
以及辣椒 、 花椒 、 胡椒等 大 辛 大
热之品， 以防邪热化火、 诱发疮痈疖
肿等疾病。

食疗宜三补

食补。 春季养生 “当需食补 ” ,
但必须选择平补、 清补的饮食， 以免
适得其反。 中老年人有早衰现象者，

患有各种慢性病而体形孱瘦者； 腰酸
眩晕、 脸色萎黄、 精神萎靡者； 受凉
易反复感冒者； 在春天有哮喘发作史
者， 均可利用春天这个季节， 根据个
人体质及病情， 选择适当的食补法，
以求防病治病。

药补。 针对人体已明显出现气、
血、 阴、 阳方面的不足， 依靠食补已
不能纠正其亏损时， 在食补条件下添
加药补。 需要提醒的是， 药补需要在
中医指导下， 根据身体条件施以甘平
的补药， 以平调阴阳、 祛病健身。 切
不可盲目进补， 更不宜胡乱按丹方、
秘方进补。

神补。 春天是精神病患者易发病
季节， 一般人也可能出现情绪不稳、
多梦、 思维活跃而难以集中， 出现困
倦乏力、 精神不振等 “春困” 症。 尤
其年老体弱多病者 ， 春季常多愁善
感、 烦躁不安。 人应顺应阳气生发，
万物外向生长的特点 ,晚睡早起， 散
步于庭院之中， 神气畅达从容， 保持
愉悦之情 ， 切忌感情抑郁 ， 以逆生
理。 神补全靠个人自我调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