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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节气的由来

立冬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
太阳到达黄经225°时开始。 《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 》 解 释 立 冬 :
“立， 建始也。” “冬， 终也， 万
物收藏也”。 意思是说秋季作物
全部收晒完毕， 收藏入库， 动物
也已藏起来准备冬眠。 立冬不仅
仅表示冬季开始 ， 还有万物收
藏， 规避寒冷的意思。

立冬时节， 北半球获得的太
阳辐射量越来越少， 由于此时地
表夏半年贮存的热量还有一定的
剩余， 所以一般还不太冷。 晴朗
无风之时， 常有温暖舒适的 “小
阳春” 天气， 十分宜人。

但是， 这时北方冷空气也已
具有较强的势力， 常频频南侵，
有时形成大风、 降温并伴有雨雪
的寒潮天气。 剧烈的降温， 特别
是冷暖异常的天气对人们的生
活、 健康均有不利影响。 所以要
注意防寒保暖， 衣着过厚， 室温
过高则阳气不得潜藏， 寒邪易于
侵入； 而衣着过少室温过低又易
感冒。 懂得了立冬时节的衣食住
行注意事项， 才能健康越冬。

立冬养生重在“藏”

立冬标志着冬季即将来临，

此时， 对人体而言， 新陈代谢也
处于相对缓慢的水平， 是易引发
冠心病、 高血压、 慢性阻塞性肺
病以及关节炎疾病发作的季节。
冬季养生要避寒就温 、 保护阳
气， 使阴阳相对平衡。 因此冬季
养 生 为 预 防 疾 病 的 发 作 或 加
重 ， 要从饮食起居 、 身体精神
全面入手。

饮食： 多食温热 少食寒凉
俗话说：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在冬季调养中尤为重要。
传统养生学将我们日常食用

的食物分为寒凉、 温热、 平性三
大类。 冬季气候寒冷， 人们为了
御寒保暖， 应该多食用一些具有
温热性质的食物， 而少食用寒凉
生冷食物。 温热性质的食物有糯
米、 高粱米、 栗子、 大枣、 核桃
仁 、 杏仁 、 韭菜 、 小茴香 、 香
菜、 南瓜、 生姜、 葱、 大蒜、 桂
圆、 荔枝、 木瓜、 樱桃、 鹅蛋、
鸡肉 、 羊肉 、 狗肉 、 鹿肉 、 肉
桂、 辣椒、 花椒等。

冬季气温过低， 人体为了保
持一定的热量， 就必须增加体内

糖、 脂肪和蛋白质的分解， 以产
生更多的能量 ， 适应机体的需
要 ， 所以必须多吃富含糖 、 脂
肪、 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 饮
食该以清淡为主， 少食煎炒， 多
进果蔬， 力戒温燥、 辛辣刺激之
物。 多吃白色食物， 比如： 煮冬
瓜汤、 莲藕汤、 白萝卜花生汤、
大白菜汤、 白梨银耳汤等， 还可
适当吃些醋等酸味食品， 不吃猪
肺、 牛肺、 羊肺为好。

另外， 少辛增酸防疾病， 初
冬时节是心血管病的高发期， 这
个时候多吃清润甘酸的食物， 少
食用麻辣类的火锅， 饮食中加些
醋， 能起到软化血管、 预防心血
管病的发生。

情志 ： 调控不良情绪 保持
心态平和

在冬季， 人体的代谢处于相
对缓慢的时期， 因此， 冬季养生
要注重于 “藏”， 藏的意思是人
在冬季要保持精神安静。 遇到不
顺心的事情， 要学会调控不良情
绪， 对于抑郁心中的不良情绪，
可通过适当方式发泄出来， 以保

持心态平和 。 同时 ， 要多晒太
阳。 因为冬季天黑得早， 光照时
间短， 也是易使人产生抑郁情绪
的一个原因， 因黑夜来临时， 人
体大脑松果体的褪黑激素分泌增
强， 能影响人的情绪， 而光照可
抑制此激素的分泌。

运动： 避开早晚 注意热身
冬季锻炼不可少 ， 俗话说

“夏练三伏， 冬练三九”。 锻炼能
增强大脑皮质兴奋性， 使体温调
节中枢的能力明显提高， 有利于
灵敏、 准确地调节体温， 增强自
身的抗寒能力。

冬天寒冷， 人的四肢较为僵
硬， 锻炼前热身活动很重要。 如
伸展肢体、 慢跑、 轻器械的适量
练习， 使身体微微出汗后， 再进
行高强度的健身运动。 衣着要根
据天气情况而定， 以保暖防感冒
为主。 运动后要及时穿上衣服，
以免着凉。 此外， 有心脑血管疾
病的人应禁止做剧烈运动， 如打
球、 登山等。 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的中老年人 ， 应避免寒冷的刺
激， 运动应在日照充足时， 避开
早晚， 以免诱发疾病发作， 老年
人室外运动更应注意保暖。

起居： 适当增加睡眠
早睡晚起， 避寒保暖。 冬季

养生贵在空气新鲜 ， “日出而
作， 日落而息”。 在冬季， 保证
充足睡眠时间尤为重要， 从传统
养生学的角度讲 ， 冬季适当地
增 加 睡 眠时间有利于人体阳气
的潜藏和阴精的积蓄， 使人体达
到 “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的健
康状态。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多举措
强化疫苗储运配质量安全

按照疫苗管理法律法规相关
要求，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多举措
强化疫苗储运配企业监管工作。

一是确定两大风险点。 根据
疫苗储存运输的特点， 确定冷链
控制和流向追溯两大风险点。 重
点检查冷库、 冷藏车、 冷藏箱现
场测试超温状态报警 、 超温记
录， 连续温控记录等； 随机抽查
不同批次疫苗的验收和出库票
据、 在途温度、 运输记录等。

二是多部门密集监管。 与市
药监局、 区卫健委联合， 对疫苗
从生产、 储运配、 接种、 销毁全
环节， 运用调研、 专项、 投诉举

报等多种手段， 每季度至少开展
一次全流程监管工作。

三是自查整改措施到位 。
在 对 疫 苗储运配企业检查过程
中， 对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发现一般缺陷项1条， 督促企业
一周内整改到位， 提交自查整改
报告。

四是打造 “硬核 ” 检查队
伍。 该局根据专业水平和业务能
力， 划分为检查员层次， 检查员
通过加强日常培训、 跟踪检查、
现场指导等多种方式， 提高专业
检查水平和能力素质。

（张悦）

嫌石榴吃起来麻烦， 可直接
榨汁喝。 这种营养丰富的水果还
有润燥、 防治咽燥的作用。

石榴剥起来比较费劲， 跟大
家分享一个小方法。 用小刀在石
榴顶部大约五分之一处横着割
圈， 石榴皮一般比较薄， 不要割
得太深。

顺着刀痕， 将石榴顶部的小
盖完整地剥开， 里面的石榴籽每
个都完好无损、 晶莹剔透。

石榴的横切面里有一道一
道的薄膜 ， 顺着薄膜用水果刀

竖着在石榴皮上划一下， 顺着划
痕轻轻一掰， 石榴就被轻松地剥
开了。

将石榴籽取出， 放入搅拌机
内 ， 加清水没过石榴籽 ， 打成
汁。 搅打完后过筛， 就可以喝到
纯正的石榴汁了。

可调入少量蜂蜜增加甜度，
喝起来酸酸甜甜， 另外， 也可和
苹果、 梨等一起打汁， 可以搭配
早餐一起饮用， 起到润喉利咽的
作用。

（刘畅）

润喉利咽喝点石榴汁

““立立冬冬””节节气气到到
敛敛阴阴护护阳阳 安安然然过过冬冬

今天是立冬节气 ， 立
冬表示开始进入冬天 ， 而
冬天除了需要注意保暖和
养生之外 ， 在一些习惯上
也需要多加注意 ， 那么立
冬应该注意什么呢 ？ 立冬
养生原则有哪些？

我们请到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康
复中心苏莹医生给大家介
绍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