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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以为只有夏天才容易上火，其实，气候寒
冷的冬季也是上火的“旺季”。 上火不仅会带来各种不
适症状，还可能会破坏人体的免疫。 其实，只要选对了
“
灭火器”，就能轻松告别上火状态。

活到 100 岁
HUO DAO YI BAI SUI

冬季上火？ 一穴一汤就搞定！

医学新知
YI XUE XIN ZHI

许多人都以为只有夏天才容易上火，其实，气候寒冷的冬季也是上火的“旺季”。 千万不要
小看上火症状。 它不但能引发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烂嘴角、流鼻血、牙痛、食欲不振等症状，严
重时还会导致口疮、便秘、痔疮等疾病，同时更严重的是破坏人体免疫力，给各种疾病的入侵、
复发提供可乘之机。 其实，只要选对了“
灭火器”，就能轻松告别上火状态。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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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火
心火会出现舌边尖红、 面红目
赤、心烦意乱、眠差多梦、小便黄甚至
有热辣刺痛感，口渴想饮水。
1：
莲子心味苦、有清香，有安神强
心之功效，心火旺可以喝点莲子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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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叶蛋花汤有补虚益精，清热
止渴，祛风明目，生津补肝的功效。

灭火器 内庭穴

2：
内庭穴是足阳明胃经的荥穴，主
泻胃火。

方法： 在锅中放水烧开后， 放入
方法： 内庭穴在两足背上第二和
枸杞叶， 随之倒入调好的鸡蛋滚开，
第
三
趾结合的地方。 每天早上7-9点
再
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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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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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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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器 莲子汤
灭火器2：敲打肝经
是胃经经气最盛之时， 揉按内庭穴效
果最佳， 每天早上起床后可先用大拇
人体的肝经又叫足厥阴肝经，它
指点按两侧内庭200下泻胃火。
经过腿内侧，一侧有14个穴位。
临床
方法莲子 克不去莲心 桅
上更推荐敲打小腿至足部来泻肝火，
子 克用纱布包扎 加冰糖适量水
肺火
煎吃莲子喝汤或取莲子心克泡水 因为那里的肝经穴位比较集中。
方法： 可以从大腿根部开始， 循 肺火会出现鼻腔干燥、 生疮；干
喝，每日一次连服一周。
着肝经用指节敲打， 敲打时可以保持 咳、痰黏黄、肺部不爽、感觉憋闷等。
灭火器2：少府穴
每秒大约两下的节奏， 每次10 分钟左 灭火器1：雪梨贝母百合盅
少府穴是心经的荥穴，清心泻火
右即可。
的功能特别强，掐掐它就相当于吃了
百合具有很好的清热去火、润肺
很好的泻心火的药物， 安全有效，还
不花钱。

方法： 把手指轻轻地合拢， 小指
按着的地方就是少府穴， 这个穴位也
正好位于被称作“ 感情线” 的掌心横
纹上。 用大拇指在少府穴点揉5分钟。

肝火
出现肝火，会眼干痒、眼屎多、脾
气暴躁、面红目赤，想发脾气，甚至有
胸肋刺痛感。
1：

灭火器 枸杞叶蛋花汤

止咳的作用，肺火旺的人可以每天多
吃点。

胃火
胃火会出现舌苔黄腻， 口苦口
干，口唇生疮，口臭，牙痛，牙龈红肿，
大便干燥。
1：
荸荠是个清热、 促消化的好东
西，它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含量丰
富，但热量并不高，适合冬季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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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火器 荸荠粥

方法： 雪梨去皮切块， 与贝母、 百
合一起置炖盅内加开水适量， 文火隔
水炖1小时，加糖调味即可。
灭火器2：合谷穴

女性喜怒无常易痴呆
瑞典科学家发现，那些最焦虑、最具嫉妒心
和最喜怒无常，且长期承受压力的女性患阿尔茨
海默症的风险要比这些特性得分最低的女性高
出一倍。 研究者将神经过敏症定义为容易悲伤和
展现出焦虑、嫉妒或喜怒无常的性格特征。 具有
这种性格类型的人更容易表现出内疚、 愤怒、嫉
妒、担忧和消沉。 在所有接受分析的女性中，容易
悲伤和退缩的女性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最高。
她们中有四分之一患上这种疾病，而那些外向且
不易悲伤的女性只有13%的人患病。

想打喷嚏别忍着

方法取荸荠大米各 克白
糖适量备用。 将新鲜荸荠去皮切成小
块， 大米淘净， 加入清水煮成粥， 待粥 方法： 合谷穴位于手背虎口处，
快熟时放入荸荠， 最后放入白糖调 于第一掌骨与第二掌骨间陷中。 空闲
味，关火食用。 可分次服，连服3-5天。 时按摩即可。

麦肯基伸展
适用人群：久坐的白领
和出租车司机。
动作要领： 站立位，双
手托住腰部， 膝关节伸直，
上半身尽量往后仰，腰部充
分伸展，保持4~5分钟。有条
件者可采取俯卧位，头抬起，用前臂
和肘关节支撑上身， 腰部尽量放松
并保持伸展，正常呼吸。 维持4~5分
钟，每组动作进行10次，每天2~3次，
间隔2~3小时完成一组。

申明

骨肉一家亲，肌肉训练有助于增强关节牢固
性，预防关节退行性病变，还能提高骨密度，减少
骨折危险。 人过30，每增加10岁，肌肉总量会减少
3%-5%，如果运动少，甚至可消退8%以上。 保养
骨骼，不仅要补钙、补维D等等，还要练好肌肉。

合谷穴， 是手阳明大肠经上穴
位，中医认为，大肠与肺相表里。 常按
合谷穴有清热解表的作用，可缓解牙
龈肿痛、便秘、咽喉痛、流鼻血等上火
症状。

5个小动作帮你止腰疼

不管是学生、白领还是体力劳动
者，几乎每个人都曾经腰痛过：也许
是睡醒起床直起腰时，也许是在长久
的伏案工作后，也许是搬起东西的那
一刻……腰痛来袭时的痛苦，只有痛
过的人才懂。大部分人的腰痛没有明
确病史，常因久坐久站、不良姿势或
体态、反复弯腰活动，使肌肉、骨骼系
统失衡而导致，物理治疗师给出的这
5个小动作，帮你轻松应对这类腰痛。
○

护骨更要练肌肉

麦肯基屈躯
适用人群： 躯干长期伸展的人
群，如装修工人、教师等，也可作为
久站后的腰部放松训练。
动作要领： 坐位， 两肩自然打
开，向前弯腰，双手抓住脚踝后部，
向上用力提起，保持脚不离开地面。
有条件者可采取俯卧位，屈膝屈髋，
双手抱住膝关节， 向腹部下压到最
大程度。 每组动作维持1~2秒，重复
10次，每天3~4组。

牵伸髂腰肌
动作要领：站立位，右腿交叉放
在左腿一侧，左腿作为支撑腿，右手
放在右侧骨盆处， 向左侧推至最大
程度。 此动作可降低腰部张力，维持
10秒，每次2~3组，两侧牵伸可对称
进行。

牵伸梨状肌
动作要领：坐位，左腿放在右腿
上，二郎腿的姿势，同时身体前倾，
双臂按住膝关节下压至最大限度。
可降低腰部张力，维持10秒，放松，
收回，每次2~3组，两侧动作可对称
进行。

臀桥
动作要领：仰卧位，背部顶在一
个瑜伽球上，屈髋屈膝，双脚适当分
开并外旋，抬起臀部。 这个动作可对
腰部核心稳定性进行锻炼， 维持30
秒，每组动作3~4次。

喷嚏是人体将鼻咽部具有刺激性的东西排
出去的应激过程，是一种天然防御机制。 通过打
喷嚏人体可以将大量细菌与异物排出体外，保持
呼吸道畅通。 忍着喷嚏不打， 相当于又把细菌
“吞”了回去；更重要的是，忍住喷嚏，无法缓解的
压力会向内“返回”，导致咽部压力升高，进而冲
击咽鼓管，甚至损伤鼓膜，严重时可造成鼓膜穿
孔，或者引起鼻出血、鼻骨受损等。 此外，细菌等
也可能随着气流，由咽鼓管驱向中耳鼓室，引起
化脓性中耳炎、鼻窦炎等疾病。

提高免疫力就用这9招
美国《赫芬顿邮报》公布提高免疫力的9个高
招：①充足的睡眠；②早餐喝点酸奶；③多吃大
蒜；④常喝蔬菜鸡汤；⑤爱喝蜂蜜水、姜水、柠檬
水；⑥来次下午茶；⑦坚持锻炼；⑧多晒太阳；⑨
保持微笑。

起床早的人更瘦
英国心理学协会研究发现，与起床较迟的人
相比，早起者更苗条、更快乐，也更健康。 太晚睡
觉会降低睡眠质量，即便早上起床稍迟，总体睡
眠质量也会很差。 而且夜猫子容易错过早餐，导
致饥一顿饱一顿地暴饮暴食，更容易造成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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