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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8

很多人认为，冬季感

冒多为受凉所致。不过，在

中医看来，适当的“受冻”

反而能预防感冒。

《脉法》记载：“圣人

寒 头 暖 足 ，治 病 者 取 有

余而益不足也。”意思是

说，头部应该适当受冻，

而 脚 部 要 注 重 保 暖 ，这

既是古代中医学的治病

准 则 ，也 是 养 生 保 健 的

有效方法。

冷水洗脸有助于预防

感冒。中医认为，头为诸阳

之会，才会有“寒头”养生

之理。

长期坚持用凉水洗

脸，有预防感冒的作用，尤

其在冬天，可以提高人体

抵御风寒的能力。

清晨可以打一盆凉

水，将面部和双手依次浸

入凉水中几分钟。这样可

以刺激血管，加速血流，

不久后皮肤便会有发热

感。

由于人体质各不同，

保持“寒头”也要因人而

异。特别是对于年老体弱、

患心脑血管病和冠心病的

人来说，过多使用凉水洗

脸，很可能导致心脑血管

病的发生率上升。对心脑

血管病、动脉硬化患者来

说，在冬季还是要以保暖

为主。

“暖足”则是要让脚顺

应气温变化，及时祛寒就

温，进入冬季，不应再穿拖

鞋或者光脚，而是穿上袜

子和鞋，使脚经常处于温

暖状态。

从中医角度来看，脚

离心脏较远，热量传到脚

部较慢，脚又处于身体最

下端位置，是阴气聚集的

部位，若不注意保暖，最容

易寒邪从脚下入体，导致

“脚冷冷全身”，进而影响

身体健康。

老年人睡前可用含艾

叶、当归等温通阳气的药

液泡脚，可使血管扩张、血

液循环加快，使阳气畅达

四肢，预防风寒感冒。泡脚

时间应在15~20分钟为宜，

水温控制在 40℃左右，即

感觉水稍微有一点热即

可，不可过热。

（据《银川晚报》）

我国学者发现恶性脑瘤药物新疗法

近期，中国科学院合肥肿瘤医院方志友、陈学冉

科研团队筛选并实验发现，药物“金转停”可控制胶质

瘤的发展，延长患者生命，有望成为临床治疗胶质瘤

的新手段。日前，国际知名医学学术期刊《治疗诊断

学》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该成果。

“金转停”原为一种提高人体免疫力、治疗类风湿

的药物，研究人员发现它可以显著阻断胶质瘤细胞的

增殖与侵袭等恶性行为的发展。同时，动物学实验也

显示，通过这种药物治疗，被移植胶质瘤的动物生存

期明显延长。 （据新华社报道）

患脂肪肝不能任其发展

脂肪肝是一种慢性疾病，许多脂肪肝患者在平时

并不会表现出症状，因此，他们对于患脂肪肝这件事

并不在意，仍然大吃大喝，任其发展。其实，脂肪肝患

者应该在平日做到以下几点：

调整饮食这是脂肪肝治疗的重要一环，特别是营

养失调性脂肪肝，不可营养过度，也应避免营养缺乏。

对于一般脂肪肝患者，饮食要摄入高蛋白、适量脂肪

和糖类；肥胖性脂肪肝患者应从节制饮食入手，同时

加强运动，可多吃豆类食物；营养不良性脂肪肝患者

应摄入高蛋白、足够的糖类及脂肪。

加强锻炼每天坚持慢跑或散步2千米~5千米，也

可采取其他适宜的运动方式。

药物治疗胆碱类药物适用于营养不良性脂肪

肝。 （据《北京晚报》）

睡眠不足会增加患阿尔茨海默病风险

瑞典研究人员最新发现，即使对于健康的年轻人

而言，熬夜一晚就可以导致身体血液中的阿尔茨海默

病生物标记物增加。相关论文日前发表在美国《神经

学》杂志上。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种病理变化是脑

内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在细胞内堆积形成神经元纤

维缠结，而神经元纤维缠结与神经细胞死亡和认知功

能障碍密切相关。此前研究显示，老年人剥夺睡眠后，

其脑脊液中Tau蛋白水平会增加，头部创伤也会增加

血液中Tau蛋白水平。 （据新华社报道）

深冬季节
多摄入维生素
助补钙

由于冬天日照减少，

紫外线照射不足，体内维

生素 D 生成不足，对钙的

吸收大大减少。西安市中

心医院营养科主任吕阳梅

提醒，要适当多吃富含维

生素A、维生素D的食物。

给大家推荐三种食

物：动物肝脏（建议一次最

多吃 50 克，一周最多吃两

次），蛋、奶类食品，红黄颜

色的蔬菜、水果，比如胡萝

卜、南瓜、芒果等。

多吃豆腐、牛奶、黄花

鱼 (及其他海鱼)、动物肝

脏、蛋黄、瘦肉、乳酪、坚

果，这些食物中富含维生

素D，对补钙很有利。

由于紫外线照射不

足，人体内维生素 D 生成

不足，有些人还会产生精

神懒散、情绪低落等现象，

必要时可以使用维生素补

充剂。（据《现代保健报》）

当下已进入一年中最

寒冷的时段，大家应做好

防寒保暖工作，呵护好最

怕冷的4个部位。

头不戴帽，体热散得

快。头部和整个身体的热

平衡有密切关系，如果只

是穿得暖而不戴帽子，体

热会从头部散去。冬天在

室外戴顶帽子，即使是一

顶单薄的帽子，其防寒效

果也非常明显。

后背怕冷，提振阳气。

很多老年人总觉得后背发

凉，可在睡前请家人帮忙

艾灸大椎穴 10 分钟。取穴

时，正坐低头，该穴位于人

体的颈部下端，第七颈椎

棘突下凹陷处。

脂肪越多的人，臀部

越冷。臀部是人体脂肪最

多的部位，但是此处的脂

肪多数会蓄积起来不易燃

烧，因此臀部温度平均要

比体温低3℃。脂肪越多的

人，越容易感觉发冷。外出

时，可将暖宝宝贴放在裤

子后边的口袋，保暖臀部，

促进血液循环。

中药泡脚驱寒冷。很

多人总感觉双脚冰凉，可

用当归、红花、鸡血藤等中

药材煮成水，倒入温水中

泡脚使用。

（据《新民晚报》《佛山

日报》）

“脑中风”大家都不陌

生，你知道吗？除了大脑，

我们的眼睛也会“中风”。

29岁的小王是个出了

名的“工作狂”，经常加班

到深夜，吸烟饮酒样样拿

手。这天，他像往常一样，

对着电脑加班到凌晨才

睡。第二天，一觉醒来，他

觉得眼前的世界似乎不对

劲儿。使劲儿睁眼后他发

现，自己的右眼什么也看

不见了，吓得他连忙到医

院就诊。

医生检查后发现，小

王的右眼发生了“急性视

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俗称

“眼中风”。

这下小王蒙了，自己

年纪轻轻，怎么就“中风”

了呢？

据眼科专家介绍，“眼

中风”是急性视网膜中央

动脉阻塞的俗称，指各种

原因导致视网膜中央动脉

阻塞，血流中断，视网膜细

胞缺血、坏死，从而发生患

眼视力的突然丧失。

生活中更为常见的

“脑中风”是因为脑血管发

生了急性的阻塞或出血，

从而导致了脑细胞坏死。

这两种病有着相似的发病

机制，都表现为急性的功

能受损，所以，“急性视网

膜中央动脉阻塞”也被形

象地称为“眼中风”。

和脑中风一样，“眼中

风”也多发生于中老年人，特

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动脉

硬化等基础疾病的人群。

但是，在年轻人中，如

果长期生活不规律、烟酒

过量、精神压力过大等，或

者有血管炎症等疾病时，

也可能发生中风，包括“脑

中风”和“眼中风”。

专家提醒，“眼中风”

对视力危害极大，常常导

致患眼视功能永久的严重

损害。它是眼科急症，需要

紧急处理，尽可能疏通阻

塞的血管，尽快恢复视网

膜供血。

在这个过程中，“时间

就是视力”。就像火情要早

发现、早处理一样，一旦出

现一侧眼睛无痛性的突发

视力严重下降，就要考虑

可能发生了“眼中风”，尽

快到最近的医院就诊。

既然“眼中风”危害这

么大，平时应该怎么预防

呢？眼科专家给出以下几

点建议：

1.保持健康的生活习

惯，科学饮食，适当锻炼，

作息规律，避免长期精神

紧张。

2.戒烟限酒。

3. 定期体检，注意控

制血脂、血压、血糖等指标

在正常范围。

4.部分“眼中风”患者

在发病前数天会有“一过

性黑蒙”。表现为眼睛突然

出现短暂的视物不清，症

状可轻可重，持续数分钟

或10余分钟不等。“一过性

黑蒙”可能是“眼中风”的

先兆症状。如果出现这样

的表现，特别是在短时间

内反复出现，应该及时到

医院就诊。（据《大河报》）

胃气不和
试试竹荪肉丸汤

材料：鸡肉丸 300 克，

枸杞子 3 克，高汤 600 克，

盐、白胡椒粉各3克，竹荪、

胡萝卜、香菜各适量。

做法：

1.鸡肉丸洗净，用盐、

白胡椒粉抹匀，竹荪、枸杞

子泡发洗净，胡萝卜去皮洗

净、切片，香菜洗净备用。

2. 高 汤 倒 入 锅 中 煮

沸，放入鸡肉丸煮至变色，

加入竹荪、胡萝卜、枸杞

子，煮熟后撒上香菜即可。

功效：竹荪含菌糖、膳

食纤维，对高血压、神经衰

弱、肠胃疾病患者有益。本

食疗方能健脾开胃、消食

化积，适合胃气不和型失

眠者。 （据《大河报》）

冬季防感冒应“寒头暖足”

经常熬夜小心“眼中风”

4个部位最需要防寒保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