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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养阳就是养命 做好 5件事一年体质不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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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气之于人体，就像太阳之于

宇宙。 阳气是生命之本，人体阳气越充

足，身体就越强壮，如果阳气不足，人就越容

易生病。 因此，养阳是养生的头等大事。 中医认

为，养生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来进行。《黄帝内经》中

记载：“春三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 因此，春天是养

阳的大好时机。 上饶市人民医院孙亚平主任医生

告诉记者，春天养阳就是养命，如果能爱上最

养阳的这

5

件事，一年体质都不会差。

经常熬夜的人吃什么好？

专家：注意 3点，有助恢复元气

多晒太阳

太阳是自然界中最强大的阳气来源。 晒太阳是人

体养阳气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冬天晒太阳，主要晒

后背， 春天晒太阳就是全方位的晒。 早上太阳出来之

后，我们可以面向东方，沐浴着阳光，做做深呼吸，让新

鲜空气和阳光通过鼻孔和皮肤毛孔进入体内。 到上午

10:00

左右，此时阳光比较温暖了，可以晒一晒头顶的

“ 百会穴”、“ 风池穴”等穴位，让阳气通过这些穴位进入

身体。 每次晒的时间不要太久，以免紫外线晒伤皮肤，

每次晒太阳的时间要控制在

20

分钟左右。

子时之前一定要睡觉

每天子时， 也就是晚上

23

时至第二天凌晨

1

时，

一定要进入睡眠状态。《 黄帝内经》记载：“ 阳气尽则卧，

阴气尽则寤”。 子时是一天中阴气最盛的时候，此时阳

气敛藏，需要通过睡眠来帮助身体提升阳气，进行自我

修复。 因此，我们睡前一定要减少玩手机、电脑等电子

产品，可以听听轻音乐，减少神经的兴奋，保证在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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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前入睡。 每天的睡眠时间要保证

8

个小时左右。

到了中午，是一天中阳气最盛、阴气衰弱的时候，

此时也可以小睡一会儿。睡午觉有助于缓解压力，提升

阳气，保持精力充沛。 午睡的时间不宜过长，以半个小

时为最佳。 睡午觉时，如果觉得光线太强，可以戴上眼

罩，这样能够遮住光源，促进睡眠，还能缓解眼睛疲劳。

多梳头

头部为诸阳之会，是人体阳气最重的部位，也是多

条经络的汇聚之地。通过多梳头，可以有效疏通头部经

络气血，畅通头部的气血循环，提升体内阳气，提高身

体的免疫力。 梳头的具体方法是： 用牛角梳或者是木

梳，从额头的发际线开始，一直梳到后脑勺，再分别沿

耳朵两侧一直梳到后脑勺，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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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左右，让头皮微

微发热即可。每天早晚各一次。梳头时，力度不用过大，

以免损伤头皮。

加强运动

春天气温比较合适，春暖花开，万物生发，非常适

宜进行运动。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因此，春天一定要

加强运动。运动可以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

内的毒素和垃圾，加快氧气和营养的供应，更好地滋养

各个器官，身体内的阳气也会跟着提升。 所以，春天最

好每天坚持进行适当的运动， 让体内的阳气慢慢提升

起来。

当然，运动方式不能太过激烈，要选择一种低强度

的运动方式，并且长期坚持下来。比如：可以选择慢跑。

慢跑对于改善人体的心肺功能、提高代谢能力、提升阳

气、 增强机体免疫力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

是，运动时一定要穿上一双比较舒适的鞋子，这样不仅

可以增加运动的效率，而且可以避免运动性损伤。

春天多吃养阳食物

香椿。 有人称之为“ 树上蔬菜”，它是香椿树的嫩

芽。 香椿的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

素等营养物质， 可以提升人体阳气， 增强人体的免疫

力，并且有很好的美白和润滑肌肤的作用。香椿的吃法

非常多，可以淖水后进行凉拌，也可炒菜吃。但是，香椿

最经典的吃法是和鸡蛋一起炒，非常的美味可口。

韭菜。这是一种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的食物，但春

天吃最好。 因为，春天气温冷暖不一，而且正是升发阳

气的时候，此时最需要韭菜来促进阳气的升发。韭菜性

温， 有非常好的补充人体阳气的作用。 明代的李时珍

说：“ 韭乃肝之菜也。 ”所谓肝之菜，就是说吃韭菜对肝

脏的功能非常有益。 中医认为，春季与肝脏相应。 多吃

韭菜，对于肝气升发非常有好处。而且，春天食用韭菜，

还可以增强人体的脾、胃之气。

萝卜。萝卜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蔬菜。它

入肺和胃两经，可以化痰行气、消积通便，特别是可以

清热解毒。在冬天，人们往往食用了过量的肥甘厚味的

食物，因此，到了春天多吃一些萝卜，非常有助于消积

化食，改善人体倦怠乏力的症状，帮助人体排出体内的

浊气和毒素，不仅能够提升人体的阳气，而且可以有效

缓解“ 春困”的现象。 （本报记者 桂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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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习惯的不断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的胃变得不那么健

康了， 而很多人的胃已经不那么

健康自己却全然不知，所以，我们

今天就来说一说胃的那些事。 有

些事情千万不能忽略， 饭后这

4

个表现，可能暗示胃出了问题，是

胃发出的呼救信号， 下面就让上

饶市中医院副主任医生项志雄给

大家介绍一下。

1

、吃饭后恶心想呕吐：有些

人吃完饭之后总觉得恶心想呕

吐，并且吃的也没以前多了，其实

这个时候就要当心了， 这很有可

能是因为消化道出现了问题，并

不是因为吃得多，如果不重视，那

么胃炎、胃溃疡就会找上门来。

2

、饭后打嗝、嗳气、想放屁：

很多人觉得吃完饭之后打嗝、想

放屁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吃了

饭，胃中就有东西了，但其实出现

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是因为胃酸

过多导致的胃炎， 也很有可能是

因为消化道感染了细菌， 细菌产

生大量气体，所以才会导致打嗝、

嗳气、想放屁。

3

、饭后立马排便：有些人一

吃完饭立马就会排便， 情况差一

点的还会拉稀， 这说明这些人的

消化系统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

问题， 胃肠道没有储存吸收食物

的功能， 稍微吃一点刺激性的食

物都会出现滑肠， 久而久之对身

体的伤害非常大。

4

、饭后排便颜色异常：有些

人吃完一些黑色食物比如动物的

血、黑色的蛋糕等等，这些含有黑

色素的食物让大便发黑是正常

的， 但是如果没吃这些还是出现

大便发黑， 说明上消化道已经在

出血了，让粪便颜色发黑，这个时

候要尤其注意了。

以上这些表现如果发现一

样， 那么都需要引起非常大的重

视。俗话说的好，胃就是需要三分

治七分养， 当然七分养肯定是建

立在三分治的基础上的， 所以发

现肠胃出现问题那么就需要及时

就医， 然后配合三分治进行七分

养。 养胃其实需要注意很多的事

情，在这里就简单地介绍一下：

1

、

饮食搭配要合理。 想要胃好一定

不能挑食，坚持着古语：早餐要吃

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荤

素搭配要合理，每餐只吃七分饱，

肠胃特别不好的可以将三餐分为

五餐，少吃多餐。

2

、养成吃饭好习

惯。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讲话，讲

话的时候会带入空气， 这样会加

重饭后打嗝的问题， 吃饭的时候

要细嚼慢咽尤其是在吃硬的东

西，这样可以减少肠胃负担，饭前

喝一碗汤或先喝一杯水， 可以润

滑肠道。

3

、注意胃部的保暖。胃的

保暖尤其重要，因为胃怕寒冷，一

不小心就会受凉，受凉之后，各种

消化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这对身

体是非常不好的。

4

、保持愉悦的

心情。 愉悦的心情对于养胃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人一旦暴

怒或者是出现伤心悲伤的情绪，

那么对胃部会造成刺激， 所以保

证良好的心情非常重要。

(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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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夜似乎已经成为了现代人

生活的常态，前段时间，“

90

后不

敢看体检报告” 的话题在社交平

台上引起热议。有网友坦言，平时

作息不规律， 生怕看到体检结果

有异常，增加心理负担。熬夜会使

人变笨变迟钝， 患病的几率也比

别人高。 据上饶市中医院主任医

生唐发武介绍， 避免熬夜伤害的

本质是减少熬夜， 但如果是偶尔

不得已熬夜， 也可以通过以下几

招来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一、补充充足的维生素

中医上说熬夜伤元气， 营养

学上也有说熬夜对身体健康不

利。

B

族维生素参与到人体的生

理代谢之中，适量服用

B

族维生

素可以为身体提供更多的能量。

而维生素

C

则是人体抗氧化的

重要营养素。 熬夜的过程中可能

会产生“ 自由基”，这是加速我们

衰老的“ 垃圾物质”。 在熬夜之后

补充维生素

C

，可以清除这些“ 垃

圾物质”，也有助于细胞的修复。

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首

选当然就是粗杂粮了。 各种像糙

米 、黑米 、红米 、小米等粗粮 ，黄

豆、黑豆、赤小豆等杂豆类以及番

薯、土豆等薯类，都是为我们提供

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的食材。 富含

维生素

C

的食物，自然就是各种

蔬菜和水果了。 各种各样颜色的

蔬菜和水果，包括深绿色蔬菜，深

红色蔬菜如胡萝卜、番茄等，它们

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微量

矿物质， 同时红色蔬菜中含有大

量的胡萝卜素， 都具有抗氧化作

用，可以缓解熬夜带的黑眼圈、雀

斑等等，也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

二、优质蛋白质补充体力

蛋白质是人体各种组织器官

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常说熬夜

“ 伤肝”， 虽然这是中医学上的概

念，但是我们也再次借用一些。熬

夜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显得精神

不振， 所以也应该适当补充些蛋

白质来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恢

复恢复体力。 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有精瘦肉类、 豆制品以及牛奶和

鸡蛋。

三、多喝水

熬夜过后往往会觉得皮肤、

眼睛、嘴唇很干燥，加上现在天气

比较冷，更容易出现干燥“ 缺水”

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是水做的，

熬夜时水分流失速度会加快。 经

常熬夜的人都会感觉到容易口干

舌燥，所以熬夜一定要多喝点水。

这里的水指的是白开水， 包括茶

水、咖啡，也可以指含糖饮料。

为什么可以建议喝些茶水、

咖啡或者含糖饮料呢？ 相信大家

还是需要上班， 也因此需要提振

精神，保持一定的精力。而茶水和

咖啡含有咖啡因，可以提神。而糖

分是大脑的主要供能物质， 补充

一些糖分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更

有精神。 但是千万不要用熬夜来

让自己放开喝含糖饮料哦！ 糖分

过多， 反而会让我们更加感觉昏

昏欲睡。得不偿失的同时，还会让

我们变得更胖。

(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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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作为生活中常见水果，物美价廉，一直以来都深

受人们的喜欢，也有一些话是夸赞苹果的，比如“ 一天一

苹果，疾病远离我”，足以看出吃苹果受到人们的认同。 基

本上生活中可以见到的营养素，在苹果中都能找到，碳水

化合物、糖分、维生素、矿物质等等，这些都能补充身体需

要，促进身体调节。 当然在吃苹果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说

法：早上金苹果、下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可能你也听

过，那么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呢？ 希望你能多注意，一起来

了解一下吧。

据上饶市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缪丽华医生介绍 ，

从字面上能看出，早上吃苹果对身体保健效果最好 ，下

午次之 ，到了晚上就不能吃苹果了 ，堪比中毒 ，看似说

得有道理，事实上并没有科学依据。 就营养进行分析 ，

苹果中的营养物质是不变的，不论是早上 、下午还是晚

上吃的时候 ，营养价值不会发生变化 ，吃进身体 ，被吸

收也不会因为时间不同出现变化 ， 或许人们担心晚上

吃的话变成毒苹果是担心苹果酸味重 ， 对晚上排空的

胃部有刺激，但只要不是一下子吃好几个苹果 ，对肠胃

的损伤并不会很大。

生活中有很多忙于减肥的人 ，在晚上会吃一点饭 ，

随后会吃点水果，这样的做法也是可以的 ，但也不见得

她们因为在晚上吃苹果会造成身体损伤 。 如果真正探

究什么时候吃苹果最好，经过研究发现 ，在上午

10

点 、

下午

3

点是吃苹果最好的时间 ， 此时食用对于营养的

摄入会更好。

事实上 ，对于普通人并不需要太纠结到底什么时

候吃苹果好 ，当然在吃苹果的时候 ，一些注意事项 、吃

苹果禁忌还是应该关注的 ， 那么哪些事情不能大意

呢 ？

在吃苹果的时候，一定不要吃苹果核。 苹果核里有氢

氰酸，这种东西属于有毒物质，过多摄入，确实会造成类

似于中毒的情况，让人头晕头痛呼吸困难等，因此只吃苹

果果肉，不要吃苹果核。

建议大家在吃苹果的时候，最好削皮再吃。 苹果因为

保存时间长或者卖相好会进行打蜡， 这种打蜡苹果会导

致身体出现问题，不利于健康。

苹果毕竟不能代替饭， 在吃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好

量，不能吃太多，例如一次吃三四个苹果，很容易因为吃

苹果太多，导致身体摄入的酸性物质较多，促使反酸的情

况出现。

对于特殊人群可以采用特殊的方式吃苹果， 例如可

以把苹果煮着吃，女性怀孕期间，可以这样做，躺在病床

上的病人，也可以把苹果煮着吃，都能避免直接吃苹果出

现消化不良，对于充分吸收苹果营养也是好的。

综上所述，早上金苹果、下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这

样的说法属于虚假的， 并不成立， 任何时间都适合吃苹

果，想要通过吃苹果获得健康、维持好身体，注意事项不

能忽视，这些吃苹果禁忌不能大意。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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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气温回暖 、湿度回升 ，正是菌类生长旺盛期 ，

也是蘑菇中毒的高发季节 。 根据数据统计显示 ，春夏

季节报道的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最多 ，甚至不乏出现

中毒死亡的 。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张晓林

医生呼吁 ：不随意采集 、买卖 、食用野生蘑菇 ，以防误

食毒蘑菇中毒 。

误食毒蘑菇有什么症状？

张主任介绍， 其肾内科曾收治广信区一对误食野生

毒蘑菇的婆媳， 当时俩人中午吃完饭后不久就先后出现

不同程度的腹痛、腹泻、呕吐不适，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

才转危为安。 张主任表示， 如果市民曾自行采摘蘑菇煮

食，食用后很快出现恶心、呕吐、剧烈腹泻和腹痛、视力模

糊等症状，那么就要高度怀疑是毒蘑菇中毒了，必须马上

拨打

120

前往医院救治，千万不可拖延，否则就会引起昏

迷乃至死亡等严重后果。“ 蘑菇中毒会有‘ 假愈期’！ ”张主

任提醒，很多蘑菇中毒患者经相应治疗后，症状逐步缓解

甚至消失， 但在一两天后毒性会卷土重来， 病情迅速恶

化，致使患者出现以肾衰竭为主的多器官衰竭。 因此，在

中毒初期症状出现缓解时，仍应在医院积极接受治疗，观

察一段时间，确保病情稳定好转再出院。

无毒蘑菇，混生可能染毒素

很多老百姓都认为毒蘑菇都形状花哨，色彩斑斓，而

长相朴实的蘑菇不会有毒。 但其实，蘑菇的种类非常多，

有毒还是无毒，就是专家也很难从外表上判断。 比如致命

白毒伞，就长得很清雅。 当然，有很多长得很漂亮的蘑菇

的确有毒，大家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而且由于在野外，无

毒的蘑菇往往与有毒的蘑菇混生， 很容易受到毒蘑菇的

菌丝沾染，如果食用仍然有中毒的危险。 还有的人认为，

只要在做蘑菇汤时，加上蒜瓣或者是银器，如果蒜瓣和银

器不变色，就说明蘑菇无毒，可以放心吃。 张主任也认为

不靠谱，因为很多毒物，蒜瓣和银器根本无法试出。

自我急救：常用办法是催吐

张主任表示， 市民进行食物中毒自我急救的最常用

办法就是催吐。 如果难以当即吐出，可用手指或筷子直接

刺激咽喉引吐。 但因食物中毒导致昏迷的时候，不宜进行

人为催吐， 否则容易引起窒息， 需及时送至有条件的医

院，接受专科医生的救治。“ 不采、不食用就是最好的自救

和预防方法！ ”张主任提醒，春季除了毒蘑菇，还有很多野

菜也会冒出来作怪，广大市民必须管住嘴，千万不要因为

“ 尝鲜”酿成惨剧。 （潘建红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