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湿邪也分内外

外湿。 外湿起病， 与气候环
境有关， 如阴雨连绵， 或久处雾
露潮湿， 均易发生湿病； 又脾胃
素弱， 也容易感受外湿。 其临床
表现多有身重体酸， 关节疼痛，
甚至屈伸不利， 难以转侧， 其痛
常限于一处不移， 苔白微腻， 脉
濡缓等。

内湿。 内湿之证， 皆与脾胃
有关， 故以脾胃症状为主， 如口
淡之味而腻、 食欲不振， 或食而
不多、 胸脘痞闷、 嗳气泄泻、 肢
软无力 、 头痛身重 、 苔白厚而
腻、 脉濡弱等。

体内有湿气的4大信号

头重脚轻
当湿气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之

后， 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的
症状， 首先是大脑会敏感地感应
到湿气的变化， 大脑会出现反应
迟钝的现象， 尤其是在白天的时
候， 我们往往会觉得自己的大脑
昏昏沉沉的， 没有太多的精神，
我们往往认为这只是一种疲惫的
表现， 但是持续很多天之后， 需
要我们引起重视。

尤其是在行走的时候， 由于
头脑发昏发胀， 我们会觉得头非
常重， 而脚步会显得比较虚浮，
甚至在一不留神的情况下可能会
腿软摔倒。

舌苔重
通过判断一个人的舌苔能够

判断出来这个人的身体素质， 这
是在中医药学领域非常重要的一
个诊断依据。

对于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而
言， 舌苔应该呈现出乳白色， 微
微发黄并且厚薄均匀， 而湿气过
重的时候， 湿气会通过舌头表面

显现出来， 它会催生出更多的舌
苔， 附着在舌头的表面， 所以说
舌苔看起来会非常得厚重粘稠，
并且会略微发黄。

皮肤状态差
女性往往非常关心自己的皮

肤状态， 而20多岁的女性出现皮
肤蜡黄、 皮肤粗糙、 毛孔大、 出
油以及痤疮的问题， 令人感觉到
非常自卑， 提不起精神来。

其实这也与身体湿气有关 ，
当身体湿气过重的时候， 毒素堆
积， 所以皮肤自然会受到累及，
皮肤的青春痘问题一直没有得到
缓解， 可能就是受到了湿气过重
的影响。

水肿虚胖
很多人都尝试过减重， 有的

人的减重过程非常顺利、 简单，
但是两个人采取同样的方法可能
会取得完全不同的效果。 如果我
们大家发现自己减重没有良好的
效果， 并且经常感觉自己脸部水
肿虚浮的话， 那么可能与湿气有

关了， 因为湿气重的时候容易造
成水钠潴留， 形成一种视觉上的
虚胖。

湿气重致百病生

脾胃病
如果湿气重， 尤其是寒湿内

侵， 会引起脾胃病高发， 主要表
现为： 恶心、 呕吐、 厌食、 胃脘
胀满、 有积水感、 腹泻、 胸闷、
咽部阻塞感等。

颈腰椎病
每到连绵的阴雨天， 医生就

会发现因颈椎不适的中青年人群
呈现上升趋势。 阴湿气候很容易
导致寒邪侵入体内， 诱发颈椎的
不适。

高血脂、 高血压
如果人体内长期湿气很重而

没有及时缓解， 就可能会使湿气
化痰， 而痰多了， 就会使血液化
成瘀血 ， 就会容易患上多种疾
病， 比如高血脂、 高血压、 心脏

病等各疾病， 如果局部长期淤滞
的话甚至会发生局部肿瘤。 由此
可见， 体内湿气重是个不可忽视
的健康问题。

祛湿神器帮你排出体内湿气

绿豆： 绿豆具清热解毒、 除
湿利尿、 消暑解渴的功效， 平时
大家就可以喝绿豆汤来排毒、 消
肿， 不过煮的时间不宜过长， 以
免有机酸、 维生素受到破坏而降
低作用。

玉米须： 在中药里， 玉米须
又称 “龙须”， 搭配不同的材料
煮水 、 泡水喝具有降三高 、 祛
湿、 消脂、 排肠毒等功效， 可以
说是非常好的天然保健品。 玉米
须煮水饮用， 可凉血、 泻热、 利
水去湿， 去除体内的湿热之气，
让你更快地减掉大肚腩。

榴莲 ： 榴莲被称为百果之
王， 而且榴莲属于热性食物， 女
性经常吃榴莲好处非常多， 虽然
闻起来味道是臭臭的， 但是营养
价值却非常高， 在日常生活中经
常吃一点榴莲， 不仅能够有效地
预防妇科疾病， 还能够帮助代谢
掉体内的寒气， 提高抵抗力， 让
你更有活力。

茯苓： 茯苓饼想必大家都吃
过， 是一种很好吃的零食， 而且
每天坚持用茯苓泡水喝， 对我们
的身体也是好处多多， 不但能帮
助我们起到降血压、 降血脂的作
用， 还能起到补血益气， 祛除体
内湿气的效果， 更加有利于我们
的身体健康， 秀出完美身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康复医院

健康在线
协协 办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社区康复中心中医师 刘洋

本期专家

□本报记者 陈曦

药物用胶囊的目的， 一是为
了掩盖某些药物中的不良气味；
二是某些药物必须在肠中溶解，
制成肠溶胶囊剂才能保证药物效
力充分发挥。 如果把药粉倒出来
服用， 不但影响疗效， 而且还可
能产生副反应。

胶囊最好不要打开服用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净： 保证居室及衣物干燥卫
生。 烫： 在55℃的热水中烫5分
钟螨虫就会被杀死， 或用25℃以
上热水放入洗衣粉浸泡5分钟 。
晒 ：11~14点将被褥在阳光下暴
晒。冻：毛绒或布艺玩具等可装进
密封袋，放入冰箱冷冻层，-17℃
~-20℃24小时螨虫就会被冻死。

火龙果的果肉中有很多黑色
籽粒 ， 这些水果籽大多是纤维
类， 不能被肠道消化吸收， 它们
会刺激肠道蠕动， 促进肠道内容
物更快地排出体外。 所以因日常
膳食纤维不足而受便秘困扰的
人， 就很适合吃火龙果。 需要提
醒的是， 火龙果属凉性， 寒性体
质者不宜多吃， 女性在月经期间
也不宜食用。

黑暗中看手机不会直接导致
失明 ， 但非常伤眼 。 ①光线不
足、 瞳孔散大、 眼压升高， 容易
青光眼。 ②半躺侧卧姿势引起左
右眼视力偏差、 斜视。 ③手机离
眼睛近 ， 造成看东西时颜色偏
差 、 变形 、 模糊 ， 甚至视力损
伤。 如果你非得玩的话， 那就打
开灯再看手机。

4步除掉床上的螨虫

摸黑玩手机最伤眼

火龙果能防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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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病之源湿气重？
中医讲解排湿4大招

公

告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鸿运承物业管理
中心职工李中凯， 女， 身份证号110224197006020061， 您
因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按规定单位决定于2019年7月8日与
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请即日起15日内到公司人力资源部
办理解除劳动合同及档案转出手续， 逾期办理自行承担一
切责任。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鸿运承物业管理中心

2019年8月5日

公 告
杨彦峰(身份证号码 ：620503********2014),

你于 2019 年 7 月 4 日起未正常出勤， 请于登
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到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逾 期 视 为 旷 工 ， 后 果 自 负 。 联 系 电 话 :
010-64567878-8024。

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丽嘉花园分公司

8 月 5 日

7月25日， 新田煤矿采取
多种举措抓好抓实安全管理关
键点， 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强化职工教育。 该矿通过
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活动， 重点
对安全注意事项和防范措施进
行学习， 促使干部职工做好安
全确认， 提高安全责任意识。

扩宽检查层面。 该矿结合
各种检查方式， 对矿井上下进
行全方位检查， 将检查隐患问

题以安全清单形式进行下发，
对不整改 、 假整改 、 慢整改
的， 坚决给予问责。

提高自查意识 。 该矿制
定了职工积极参与反 “三违”
激励管理办法 ， 要求带班领
导 加 强 对 关 键岗位的检查 ，
真正将安全管理举措落实到
位， 以行动的超前促使安全管
理的超前。

（宋忠庆）

“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
和医耗联动综合改革等医药联动
改革政策的实施， 对市场监管提
出了新要求。 药品和医疗器械正
如医疗机构的左膀右臂， 分而治
之很难面面俱到。 基于此情况，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药品监管科和
医疗器械监管科积极摸索并建立
了 “部门组合， 打包检查” 的监
管举措。

一是共享台账， 精准监管。
两部门积极响应药械监管新政
策， 共同梳理辖区内医疗机构台
账， 依托共享台账， 制定联动检
查计划， 实施精准监管。

二是服务监管并行， 确保监
管主体不掉队。 结合辖区新开办
类、 业务转型类、 民营类医疗机
构数量呈上升趋势的特点， 第一
时间开展政策讲解和业务指导。
提示药械管理中风险隐患， 指导

建立并完善药械管理工作体系，
落实主体责任。

三是高效执法， 线索移送零
时差。 两科联合执法， 重点检查
药品带量采购和医用耗材联合采
购后， 医疗机构是否构建相适应
的药械供应保障机制、 是否实施
科学合理的质量控制手段。 对检
查过程中发现的案件线索实时移
转， 对领域交叉问题同步会商，
现场发现、 现场处置， 要求主体
及时整改。

四是整合执法资源， 优化营
商环境。 联合督导既整合了执法
资源， 形成执法力量互补， 又避
免了多头管理 、 重复检查的现
象。 实现一次迎检， 接受多领域
指导， 解决多方面问题， 提高了
医疗机构的积极性， 受到多家医
院好评。

（石莹 郭红梅）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部门组合 打包检查”优化监管服务贵州豫能新田煤矿

紧抓安全不放松

酷夏时节， 人们贪图冷气、 爱喝冷饮、 爱吃凉菜。 一杯冰镇啤酒下肚， 从里到外、
从头到脚都透着凉快劲儿。 殊不知， 为贪图这一时之快， 同时也将湿邪深深地埋在了体
内， 成为困扰我们健康的一个大大的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