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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不减衣” “秋不加
帽” 是怎么回事？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一
说出自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
神大论篇》。 该篇提出： “夫四
时阴阳者， 万物之根本也。 所以
春夏养阳 ， 秋冬养阴 ， 以从其
根， 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这段话提出了两个养生要点： 一
是 “四时阴阳” 乃万物生存的根
本， 只能顺之不可逆之。 二是春
夏要 “养阳”， 秋冬要 “养阴”，
其目的也是顺从 “四时阴阳” 这
个万物之 “根”。

中医认为， 春夏行阳令， 春
为 “少阳”， 夏为 “太阳”。 秋冬
行 “阴令”， 秋为 “太阴”， 冬为
“少阴”。 且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是万古不变的自然规律。

春夏之所以要 “养阳”， 是
因春时阳始生， 风寒之邪尚能为
患， 稍不留意便会感冒， 故不宜
过早减衣， 应注意御寒保暖， 以
养人体之阳， “使少阳之气生”。

夏日炎炎， 阴气内伏， 暑毒
外蒸， 人体外热内冷。 人们喜纳
凉、 吹空调、 喝冷饮， 殊不知纵
意当风， 任性食冷， 均伤人体之
阳， 易患暴泄风寒之疾。 此时须
通过适当运动、 晒晒太阳来促进
阳气升发， 注意不要贪凉饮冷、
吹空调、 睡冰垫伤了阳气， 远比
吃各种补药更有利于身体健康。

同理， 秋天燥邪为患， 易伤
阴， 宜服用滋阴之品及搽护肤品
以防燥邪， “使太阴之气收”。

冬天寒冷， 人体外冷内热，
但人们喜食辛辣 ， 或饮酒以御
寒。 而辛辣食物易生内热， 喝酒
太多易生湿热 ， 饮食太过则伤
阴。 少熬夜， 少抽烟喝酒， 也比
吃药丸补益更有效。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这
种养生理念， 是提醒人们要用辩
证的观点看待四时养生。 这种养
生理念， 在民间早已深入人心，
并体现在很多民谚和习俗中。 如
“春不减衣” “秋不加帽” “冬

吃萝卜夏吃姜 ” 等 。 春天不减
衣， 就是 “养阳”； 秋天不加帽，
正是 “养阴 ”。 萝卜清凉通气 ，
冬天吃了可解体内之热。 姜性温
辛， 夏天吃了可补养体内耗损的
阳气。

“秋冬养阴” 怎么养？
根据中医四时养生 “春夏

养阳， 秋冬养阴” 的原则， 秋冬
季节， 应该注意润燥养阴、 滋阴
润肺， 通过内养来对付外邪， 所
以说养阴是秋冬养生的根本。 在
秋冬之时使人体内的阴精得以充
满 ， 平调体内阴阳 ， 才能 在 接
下来的时间里保持相对健康的
体魄。

我们都知道， 人有三宝———
精、 气、 神， 其中 “精” 为初始
之本 ， 人体的血和津液都归于
“精”， 又称 “阴精”。 津液包括
除血液外的一切液体， 如组织间
液、 细胞内液、 血浆、 唾液、 胃
液、 泪液、 汗液、 关节滑液、 尿
液等， 起到滋润和濡养的功能，
如润泽皮毛、 肌肉、 脏腑， 充养
骨髓和脑髓 ， 润滑关节 、 眼 、
口、 鼻等。

秋冬季节， 作为生命活动物
质基础的阴， 即血、 精、 津、 液
很容易匮乏， 形成 “阴虚”， 通
俗地讲， 即表示人体正在透支身
体储存的能量。

“阴虚” 会导致五脏虚弱劳

损、 百病丛生。 由于阴虚造成人
体营养不良， 将会严重影响人体
健康与生命活动。

那么， 该如何 “养阴” 呢？
慎食辛辣、 适量饮酒以 “养

阴 ” 多食辛辣之物 ， 或喝酒过
多， 会大量消耗人体津液， 出现
发热、 盗汗、 口干舌燥等状况，
不利 “养阴”。

调整精神心理以 “养阴 ”
秋冬万物敛藏， 人的神志也要随
之而调整。 秋天要 “收敛神气”
“无外其志 ”， 更不要 “悲秋 ”。
冬天要使 “志若伏匿”， 心境平
和。 这是精神心理上的 “养阴”。

静坐吐纳、 吞咽津液以 “养
阴 ” 每日睡前或起床前 ， 闭目
静坐， 气沉丹田， 专注于呼吸，
多咽津液， 以滋润五脏。

有益于 “养阴” 的药物， 有
麦冬、 西洋参、 生地黄、 玉竹、
枸杞子、 百合等， 可酌情服用。

我国65岁以上老人中， 每10
个人就有3-4人发生过跌倒。 由
于骨折造成的活动受限， 可能引
发泌尿系统感染、 肺部感染、 血
栓、 褥疮等一系列并发症。 如果
跌倒难以避免地发生时， 老年人
应“丢卒保车”，用手撑地。 用手
撑地， 往往损伤的是腕关节， 顶
多导致尺骨远端或桡骨远端骨
折。 这种手臂骨折在护理上不需
要卧床 ， 而且康复训练也容易
做， 更不会发生致命的并发症。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研究发现，爱做梦的人，不易
患痴呆。人睡觉的时候，眼球有快
速跳动的现象， 呼吸和心跳变得
不规则，并且很难唤醒，做梦一般
出现在这一阶段。 数据显示，“快
速眼动时睡眠” 持续的时间每缩
短1%，患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增加
9%。 这个睡眠阶段大脑活动增
加，呼吸节奏和脉搏也会更快。

人在睡眠时， 大部分器官都
得到了休息， 而消化器官却仍在
消化吸收晚餐存留在胃肠道中的
食物，早餐吃太早，容易扰乱肠胃
的蠕动节奏。 最佳的早餐时间是
7-8点，此时人的食欲最旺盛。 如
果起床晚了，也应该吃早餐。若离
午餐还有2-3小时， 一般选容易
消化的食物， 种类应尽可能丰富
些，比如鱼虾肉、青菜、馄饨、酸奶
等清淡食物。

红灯

爱做梦的人不易患痴呆

吃早餐的最佳时间:7-8点

老人摔倒比你想得更危险

家中灰尘最多的地方在哪？
①床下： 床下是最易被忽略的位
置，但其隐藏的灰尘却危害不小，
这些灰尘可能通过呼吸进入人
体，引发哮喘、鼻炎等。 ②电视或
电脑后部： 这些灰尘如不及时擦
拭， 很容易附着在人的皮肤上或
被吸入肺里。 ③衣物上携带的灰
尘可能通过缝隙落入沙发垫下，
随着人们活动被扬起，吸入肺中。
④暖气片周围的灰尘会随着温度
升高被扬起，散布到空气中。

家里4个地方灰尘最多

2020年12月18日， 房山区琉
璃河镇综合执法队执法人员在执
法检查中发现， 位于琉璃河镇石
村村西60米处的空地上堆满了建
筑垃圾和渣土。 经调查， 当事人
郑某在没有取得相关主管部门核
发的审批手续的情况下， 将该处
空地私自设置成了建筑垃圾、 渣
土消纳场， 依据 《北京市市容环
境卫生条例 》 第六十六条的规
定， 属于擅自设置建筑垃圾、 渣
土消纳场所的行为， 影响了正常
的市容环境管理秩序。 执法人员

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了行政处罚，
并责令限期整改。

同样是在琉璃河 ， 2021年1
月4日， 房山区琉璃河镇综合执
法队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 位
于琉璃河镇东南召村红绿灯南
300米处大院内也存在一起擅自
设置建筑垃圾、 渣土消纳场所的
违法行为，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王
某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目前， 两处地点均已整改完
毕， 恢复了原貌。 依据 《北京市
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第十一

条第一款第三项和 《北京市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 》 第六十 三 条 的
规定 ， 将对本行政处罚信息进
行公示并纳入公共信用信息服务
平台。

根据相关规定， 设置建筑垃
圾、 渣土消纳场所必须取得相关
主管部门核发的审批手续， 个人
不得私自设置建筑垃圾、 渣土消
纳场所 ， 运输车辆须将建筑垃
圾、 渣土运送到有资质的消纳场
所。 接下来，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
将进一步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

属地政府、 属地执法队的沟通、
协调， 开展信息共享， 提升执法
频次 ， 形成有效的联动管理机
制。 同时， 加大执法巡查力度，
严厉打击各类与建筑垃圾相关的
违法行为。 全面检查建筑垃圾消
纳场所、 严厉打击黑渣土场， 对
辖区内黑渣土场进行全面排查，
主动发现问题， 针对未经批准擅
自设置建筑垃圾、 渣土消纳场所
等违法行为， 依法依规、 按法定
程序予以严厉处罚。

（李安琦）

·广告·

严查与建筑垃圾相关违法行为房山城管部门

□本报记者 陈曦

中中医医养养生生应应顺顺应应四四时时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传统医学认为， 人与天地万物的四时
变化息息相关， 即天人相应， 人应顺应四
季阴阳的变化规律来养生。 可采取调摄精
神、 注意饮食起居、 运动锻炼等多种措施，
以与四时气候变化保持协调一致， 从而达
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今天， 我们请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康复中心主
治医师周天，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医 “四
时养生” 的小知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中医康复中心 主治医师

周天

本期专家

正确使用护发素
洗完头发后， 先用吸水性比

较好的毛巾把头发上的水稍微吸
掉一些， 因为这样更加有利于护
发素的吸收。然后抹护发素，从发
梢开始，尽量不要抹到头皮，好好
按摩3到5分钟。

在冲洗时一定要把洗发液和

护发素冲洗干净， 否则会损害到
发质。
经常更换洗发水

使用的洗发水不能过于单
一。长期使用同一种洗发水，头发
会产生依赖性， 这样会对发质有
所损害。 建议经常更换不同品牌
的洗发水，能够改善发质，有效缓

解头发出油的症状。
巧用小苏打

如果你的发质本身就不错，
那么可以选择使用小苏打来清洗
头发。 小苏打能够柔和地净化头
皮，去除死皮细胞，并剥离头发上
的天然油脂污垢。 每次取用1 - 2
汤匙的小苏打然后用一小杯水来

混合， 这样就可以直接使用在头
发上了。
饮食调理 营养全面

可以常食用富含B族维生素
及蛋白质的食物，如鸡蛋、牛奶、
鸡、鸭、豆制品以及新鲜蔬果。 尽
量避免摄取高油脂与煎炸食物，
更要记得少碰辛辣食品。 （杜静）

头发爱出油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