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季天热，不妨“以热治热”
因为夏季人体代谢加快， 经常出

汗， “以热治热” 的方式正好适应了
中医强调的 “顺应自然 ” “天人相
应” 的养生理念。 “以热治热” 的方
法很多， 涉及衣食住行多方面， 这里
列举三例。

吃热饭， 喝热茶
夏季大量食用冷凉食品， 很容易

刺激胃肠道， 引起血管收缩、 黏膜缺
血、 胃酸减少， 从而减弱胃肠消化功
能和杀菌能力 ， 可能造成痉挛性疼
痛， 甚至导致厌食、 呕吐和腹泻。 此
外还会导致毛孔宣泄不畅， 身体散热
困难， 极易引发湿热症。 所以夏季最
好还是要吃热饭热菜， 一方面， 夏日
天气细菌容易滋生， 高温消毒后的热
饭热菜可防止腹泻腹痛等肠胃病； 另
一方面， 从中医的角度上讲， 春夏人
身体的阳气外发到体表， 体内的脏器
出现虚寒现象， 夏季吃 “热” 可以逼
寒气， 养阳气。

夏季饮温热茶水可使汗腺舒张排
汗， 散发体内热量， 从而降低体温，
有助于消暑 。 茶叶中还含有丰富的
钾 ， 有助于纠正倦怠无力和食欲减
退。 对热性体质的人来说， 可以饮用

绿茶， 或者空腹饮半发酵的乌龙茶；
对脾胃阳虚的人来说， 最好喝红茶，
如熟普洱， 或少量半发酵的铁观音或
乌龙茶。 喝茶最好是在饭后半小时，
这样还有利于降有害血脂。

洗热水澡， 泡热水脚
夏天刚洗完热水澡后可能会感觉

更热， 但稍微休息一下， 就会感觉到
凉意和舒适。 热水澡一般以35-40℃
的温水为宜。 温度适宜的热水澡还能
安抚神经 ， 使全身肌肉组织得到放
松 ， 甚至还可起到一定的镇静 、 止
痒、 止痛、 抗过敏等作用。 当然， 洗
的次数也不宜太多。 另外， 用热毛巾
擦身也是比较好的方法。

常言道 “睡前洗脚， 胜似补药”，
夏季也不例外。 脚素来有第二心脏之
称， 人的双脚有许多穴位， 占全身穴
位的10%， 分布有全身的代表区和五
脏六腑的反射点。 天气越热， 湿邪越
重， 热水泡脚可以起到健脾、 除湿、
通经、 利尿的作用。

不打赤膊， 宜穿 “热衣”
夏日在家， 许多男人喜欢上身打

着赤膊， 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 其
实并不是这么回事。 研究表明， 当气

温接近或超过人的体温 （36.8℃左
右 ） 时 ， 赤膊不仅不凉爽 ， 反而更
热 。 因为赤膊只能在皮肤温度高于
环境温度时， 增加皮肤的辐射、 传导
散热， 而盛夏酷暑之日， 气温一般都
接近或超过37℃， 皮肤不但不能散
热， 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
因而打赤膊会感觉更热。

建议大家， 炎炎夏日， 不仅不能
打赤膊， 而且应该穿 “热衣”。

深黑色的衣服被人们普遍视为
“热衣服”， 多数人认为夏季穿白色浅
色衣服比穿黑色深色衣服更凉快， 其
实未必是这样。

其实， 人体内的热量可以通过辐
射、 传导、 对流和蒸发向外散发。 诚
然， 黑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 ，
但吸收的热量可以成为 衣 服 内 形
成 对 流 的 动 力 （就像夏季午后 ， 地
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
天气一样）， 衣服内的空气对流， 可
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
散， 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当然，
深黑色衣服应做得宽松一些， 这样可
以使 “对流” 加强， 衣服的凉爽程度
也增加。

小妙招应对感冒鼻塞
鼻炎、 感冒让不少人备受鼻塞

的困扰， 呼吸不畅不仅影响日常生
活， 甚至会影响睡眠， 以下几种方
法能有效帮助你缓解鼻塞。

泡脚法 ： 睡觉之前用热水泡
脚， 把热水一点一点地倒进桶里慢
慢泡脚， 这时会感觉到一股热气从
脚底流向背心， 慢慢分布全身。 如
果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 那就再
泡， 每天至少要泡10分钟。

煎熏法： 将葱白一小把或将洋
葱一个切碎煎汤， 用鼻吸热气， 或
将食醋烧开吸醋气， 疗效都较好。

喷鼻法： 用新鲜橘子皮对准鼻
孔猛然一挤， 把挤出的汁液喷入鼻

腔， 鼻子很快就会通气。 还有就是
把维生素C碾成粉末， 然后吸少量
入鼻， 鼻子就会通气了。

生姜通气法 ： 生姜具有散寒 、
解表、 杀菌等作用， 对于鼻塞的治
疗也有一定功效。 使用生姜通气有
两种方法可选： 一， 将生姜洗净切
成细条， 睡觉时或白天鼻塞时塞入
鼻孔， 三小时后取出， 可起到通气
的作用； 二， 将洗好的生姜切片 ，
直接放在嘴里嚼， 姜汁嚼出后吐出
没用的部分即可。

盐水洗鼻法： 这个方法比较适
合有鼻炎的患者。 每日取盐水洗鼻
1-2次， 不仅能够通气， 还能有效

清理鼻腔中的分泌物、 细菌等， 避
免引起炎症， 消除鼻塞症状。

按揉法 ： 鼻翼两旁 、 鼻唇沟
处， 有两个穴位叫做迎香穴。 这个
穴位是治疗鼻塞 、 提高嗅觉的要
穴。 当鼻塞症状出现时， 可用手按
揉这两个穴位。 一般按揉一百余次
后， 鼻塞症状会减轻。

□聂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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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困惑】

我最近经常失眠 ， 每天都感觉非常疲
惫， 并且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我的失眠
可能与工作有关系， 因为部门推行的绩效考
核很严格， 平时的工作量又很多， 即使每天
回到家里， 也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工作上的事
情。 我尝试看网剧、 跟朋友网聊等方式来放
松心情， 帮助自己入睡， 但就是睡不着。 这
样的状态让我好痛苦， 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让
我不再失眠吗？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从您的描述中我们发现， 导致失眠的因

素主要有两个： 一是工作压力大， 内心产生
焦虑、 紧张等消极情绪， 并把这些工作情绪
带到了生活中； 二是本想通过看网剧、 跟朋
友网聊等方式来放松心情， 却因此打乱了正
常的作息时间， 间接加剧了失眠。

【专家建议】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世界约1/3的人
有睡眠问题， 而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更是
高达38.2%， 超过3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 如
果想缓解失眠的状态， 首先需要在入睡以
前， 将 “情绪垃圾” 清理掉， 千万不要躺在
床上 “胡思乱想”， 将白天的情绪带到睡眠
中； 并且每天按时上床， 保持规律的作息时
间， 让睡眠成为 “自然而然” 的事情。

一是临睡前告别手机。 其原因主要是，
上床之前使用背光显示屏设备 （电视机、 手
机）， 会给大脑带来一种兴奋的刺激， 而不
是类似太阳下山这种 “你该上床睡觉了” 的
信号。 因此， 把电视机从一个频道转到另一
个频道， 或者在网络上流连忘返， 都会使你
越来越兴奋。 睡前半个小时， 不妨尝试读一
读枕边书， 或者用温水泡泡脚， 这样不仅可
以缓解一天的疲惫， 也有助于你放松身心，
带来一宿的安眠。

二是适度运动。 每天保持30分钟至一个
小时的运动， 可以加快血液循环， 增加大脑
血流量， 使大脑皮层功能得以恢复。 另外，
适度的疲劳也有助于睡眠。 当然， 对于一个
失眠者来说， 运动的时间也很重要， 在睡前
两个小时内尽量不要剧烈运动， 以免运动带
来的暂时性兴奋， 加剧你的失眠程度。

最后， 我们需要改变对睡眠的一些错误
认识。 很多人都会因为偶尔几天的没睡好而
总是忧心忡忡，其实失眠和我们的体力、情绪
一样，具有波动性。 有时睡得好，有时睡得不
好，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要刻板地要求
自己睡眠长期保证在几小时之内，这样反而
会使睡眠成为一种心理负担，影响睡眠质量。

□霍寿喜

利用空调降温、 吃些
凉爽食品、 避开炎热的室
外环境、 洗冷水澡、 睡凉
席等 “以凉抗热 ” 的方
式， 肯定是多数人在夏季
采纳的防暑降温方法和常
态的生活方式， 但对部分
年老体弱或慢性病患者来
说， “以凉抗热” 并非最
健康的抗热方式 。 比如 ，
很多老年人就不能吃冷
饮， 受不了冷水浴， 而一
些关节炎患者也不能接触
冷环境， 所以小编建议大
家 ， 不妨采取 “以热治
热” 的方式， 健康环保地
度过炎热的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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