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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护肺很重要 中医教你六大养肺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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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广信区人汪先生， 前段

时间被诊断出得了糖尿病，虽然服用

了降糖药， 但是血糖还是降不下来，

这让他愁坏了。某天他网络上有个养

生节目说吃红薯可以降血糖，于是汪

先生的一日三餐必定有一道食物是

红薯，可坚持了大半个月，血糖还是

高居不下。

红薯能降血糖吗？

上饶市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医

生姜东方告诉记者，红薯是公认的健

康食品，其富含膳食纤维，而且还含

有大量的钾、铁和维生素

B6

等营养

素，此外，它的热量也非常低。红薯的

品种和种类很多， 有红心、 白心、紫

心、黄心等多个品种，口感和颜色上

有一定的不同，不过其营养价值差别

不大。

2

型糖尿病患者在服用白皮红

薯提取物后，胰岛素的敏感性得到了

有效改善，有助于将血糖稳定在相对

稳定的水平。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研

究所使用的红薯提取物，和红薯整体

有一定差别。所以糖尿病患者自行吃

红薯，可能达不到相同的效果，而且

红薯中本来含糖量就高， 吃的过多，

反倒会增加血糖上升风险。

红薯有哪些营养价值？

红薯的营养价值不仅仅体现在

辅助控制降血糖方面，其作为世卫组

织都青睐的健康食品，还有很多有益

的功效。

有利于减肥： 现代人吃的太好，

再加上运动量小， 非常容易形成肥

胖。 而红薯热量以及脂肪含量都很

低，

100

克的红薯仅有

0.2

克脂肪，而

且其饱腹感很强。所以这是最好的低

脂肪和低热能食品， 用红薯做主食，

可以达到非常不错的减肥效果，而且

红薯能够阻止糖类变成脂肪，更有利

于身体塑形。

预防胆固醇过高： 东京大学对

130

种食物抑制胆固醇的功效进行

研究，发现红薯的作用是其他食物的

10

倍。 所以，如果你胆固醇高，就可

适当多吃两块红薯。

降低中风风险： 红薯是绝对的

“ 高钾低钠”之王。美国《 预防》杂志刊

文指出，红薯等富钾食物可将中风的

风险降低

20%

。

辅助降血压： 红薯富含钾元素，

能够有效降低血压。钾和钠是影响血

压高低的主要元素，摄入足够的钾到

人体内，从而能够促进血液排泄掉多

余的钠；食用富含钾的食物，还会促

进体内矿物质水平的均衡，并最终起

到一定的辅助降压作用。

护关节：红薯中有一种丰富的物

质叫黏蛋白，对于关节有很好的养护

作用。

哪些人不宜吃红薯

红薯中因为缺乏足够的养分，所

以大病初愈的人是不合适将其作为

主食的，因为大病初愈的人需要尽可

能的补充营养，吃红薯不能保证营养

摄入的均衡。

此外，孕妇在怀孕期间由于要保

证体内胎儿的营养均衡，同样也不适

合吃红薯。 从中医的角度看，湿阻脾

胃、 气滞食积正好和红薯是相冲的，

所以那些经常积食的患者，最好也不

要吃红薯。

红薯最好不要生吃，因为其中的

淀粉很难被消化，红薯最好是蒸煮食

用，少用油炸的方式。也不要多吃，红

薯虽然好处多多，但是健康人群不能

把它当主粮，吃的太多太久，会出现

营养不良的。

不空腹吃。 空腹吃红薯，容易反

酸和烧心， 另外红薯也不要冷食，容

易刺激肠胃。 此外，吃红薯的过程中

可以适当搭配咸菜，有助于减轻反酸

的感觉。

再者， 老人尽量吃新鲜的红薯，

婴幼儿最好不要吃红薯，可以适当吃

一些红薯粥。另外，儿童吃红薯，不要

超过主食的三分之一，和主食搭配着

吃，才能保证营养的均衡。

总的来说，红薯确实有很多的有

益成分，不过在食用的时候，还是要

注意相关事项，合理食用，才会对健

康有益。

(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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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随着年龄的增加，中老年人胃肠

蠕动的能力逐渐减弱。 上饶市妇幼

保健院中医科主任何舰告诉记者 ，

由于运动 、 饮食等因素的降低 ，大

多数中老年人都会消化不良。 老人

要把以下

5

件事做好，基本上就不会

消化不良了。

1

、吃饭先选主食：中餐晚餐通常

很丰富，各种菜肴使人食欲大增，但会

忽视主食的摄入。 事实上，先吃主食是

一个好的饮食习惯。 比如面条、大米等

主食，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容易被

人体消化，也能产生饱腹感。 另外，这

种食物能刺激唾液腺的分泌， 帮助胃

酸消化食物， 增加胃的消化功能。 此

外， 除细粒外， 粗粮也是主食的好选

择。 它所含的膳食纤维将促进肠和胃

的蠕动，并增加其消化功能。

2

、提早吃晚饭：我们吃的食物需

要大约

3

个小时才能完全消化。如果

晚餐吃太晚了， 即使进入睡眠状态，

肠胃也会继续工作， 会破坏睡眠质

量。因此，我们应该尽量提前吃晚餐，

例如下午

5

点到

6

点是晚餐的最佳

时间。

3

、选择纤维素多的食物：膳食纤

维具有促进胃肠蠕动的作用，既能改

善消化不良的问题，又能缓解老年人

的便秘和烦恼。比如燕麦片是一种纤

维素含量高的食品，同时也含有很多

微量元素。 中老年人经常食用，改善

消化功能，还能起到降血脂的作用。

4

、细嚼慢咽 ：中老年人的牙齿

状况已经下降，所以我们更喜欢选择

软、烂、易消化的食物，这些食物可以

直接吞咽而不具有咀嚼功能。 然而，

直接吞咽会对胃肠健康有害，就算是

软食物， 也会增加肠胃的消化负担。

因此最好通过咀嚼，食物和唾液会充

分搅动，食物也会初步分解，从而减

轻胃肠的消化负担，防止硬食物对食

管粘膜的损伤。

5

、饭后散步 ：许多中老年人有

良好的走路习惯，尤其是饭后一个小

时，这有助于改善肠胃蠕动，还能缓

解消化不良。另外，如果边走边揉胃，

也有利于胃的蠕动，还能促进胃的血

液循环，从而提高消化能力。

（唐亚婧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

芬 文

/

图）

食饮养肺

五谷为养， 要五色五味搭配丰富。 养肺要适当多吃一些白

色食物， 如稻米 （ 糙米、 胚芽米） 、 梨、 山药、 银耳、 藕、 荸

荠、 白菜、 白萝卜、 杏仁、 百合。

对于肺寒的人， 可以多吃一点辛味温食物： 生姜、 苏叶、

葱、 蒜； 肺热的人可以多吃一些辛凉的食物： 薄荷、 桑叶、 菊

花、 鱼腥草、 枇杷、 芦根、 丝瓜、 冬瓜。 肺气虚的人， 可以多

吃一些大枣、 茯苓、 薏米等培土生金健脾益肺。

有一种饮料叫杏仁露， 有慢性咳喘的人也可以经常饮用。

但苦杏仁千万不要多吃， 吃多了会中毒， 每天

3-10g

即可。

要追求营养均衡， 千万不要盲目追求高营养， 即高蛋白、

高脂肪、 高能量、 低素食纤维食物， 动物食品及油腻食品， 包

括牛奶、 海鲜食品及豆类食品过多， 含皮谷物过少， 会导致过

敏性鼻炎及咳嗽哮喘。 “ 鱼生火， 肉生痰， 萝卜白菜保平安”，

超重肥胖及高血脂、 高血糖、 高血压也严重影响肺功能， 也是

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要原因。 所以要饮食清淡， 做菜少用

炒、 煎、 炸， 多用蒸、 煮、 炖的方法。 饮冷伤肺， 所以尽量不

要吃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

情志养肺

肺在志为悲忧， 悲则气消， 愁悲伤肺， 所以要规避愁悲情

绪。 如何规避， 需要心的主宰主导。 心主神明， 主明则下安，

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从健康的角度， 首先要明养生的道理， 要

有健康追求。

心明还要心定心静， 方能心平气和， 气定神闲， 做到恬淡

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正气存内， 邪不可

干。 在五行火克金， 心克肺， 喜胜忧， 所以要多笑来养肺。 喜

悲欲哭者， 多为血虚脏躁， 有一个有名的方子甘麦大枣汤专治

此症。 睡眠是最大的养生， 睡眠不好则会导致悲忧， 伤及肺的

功能， 夜间

3

点到

5

点早醒， 多肺经有火， 需及时调理。

起居养肺

肺为华盖， 肺为娇脏， 开窍于鼻， 形寒伤肺。 所以要特别

规避风寒、 暑湿、 燥火等外邪， 夏天不要空调温度过低， 冬天

要规避过冷和风大的环境， 要保护项背及肩臂， 注意保暖。

天气寒冷时， 受寒的人不要等出现打喷嚏、 流鼻涕等症

状， 就找一块核桃大小的生姜切碎煮水喝下， 防止外寒如里，

可以有效预防感冒的发生。

炅则气泄， 冬天室温不要太高。 劳则气耗， 所以要不妄作

劳， 劳逸结合。 肺主皮毛， 要汗出正常， 无汗少汗或自汗、 盗

汗、 多汗都不好。 肺与大肠相表里， 按时排便， 保持大便通

畅、 不干不粘， 对肺的宣降气机功能至关重要。

运动养肺

运动是最好的灵丹妙药。 散步、 走路、 跑步， 或羽毛球、

乒乓球、 篮球、 排球、 足球等运动都能增加肺活量， 提高肺功

能。 中医健身气功八段锦， 双手托天理三焦， 左右开弓似射

雕， 调理脾胃需单举， 双手攀足固肾腰， 五劳七伤往后瞧， 都

有展胸展肺、 开胸开肺的作用。

如果有兴趣， 可以再学习太极拳、 易筋经等功法。 腹式呼

吸加深呼吸， 气沉丹田， 静中有动， 带动整个胸廓的运动， 自

主按摩脏腑， 减少心跳呼吸次数， 增加唾液分泌， 还有安眠安

神的作用。

腹式呼吸简易练习法： 肚脐高一下数一下， 不要过度要

求， 忘了可以重新数。

注意事项： 腹式呼吸是相对于胸式呼吸而言， 不要理解成

深呼吸， 要让腹式呼吸像胸式呼吸一样， 变成一个自然而然的

过程， 不要让呼吸变得很累。 不要刻意想吸气从哪里吸、 呼气

从哪里呼。 练腹式呼吸时就像开汽车一样， 手把方向盘， 可以

说话聊天儿， 但是最终保证你的方向不能偏， 不能出危险， 这

样很轻松做到“ 意守丹田”。

环境养肺

改善大气环境、 防止雾霾对肺的健康至关重要。 家居装修

装饰、 家具、 衣物、 塑料制品、 燃气燃煤的使用及食物油炸煎

烤等都会释放大量甲醛、 苯、 苯并芘及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

所以最应该先做的就是开窗通风。

包括新购买的汽车 ， 由于过度内饰也不乏释放大量毒

气 。 人们主动或被动吸入的 “ 香烟 ” 致癌物质有几十种 ，

有毒物质上百种 。 在许多公共场所 ， 如学校 、 运动操场 、

跑道地胶 、 地铁内胶漆以及商场内大量摆放的各种物品 ，

都有可能释放毒气造成污染 。 对于油漆工等从业人员需要

更专业的防护 ， 如有条件可到树林 、 水边等环境 ， 或家中

适当使用空气净化清新雾化器 ， 防尘除霾 、 增加负氧离子 ，

有益肺的健康。

经络养肺

肺主皮毛， 最方便的是拍打、 拿捏、 按揉全身的皮肤。 力

度适中， 以有感觉且能耐受， 拍打、 拿捏、 按揉后皮肤微微泛

红为度。

肺经位于上臂内侧偏外， 大肠经位于上臂外侧偏外。 可重

点按揉一些穴位， 比如曲池、 手三里、 合谷、 孔最、 鱼际等，

还要重点拍打、 拿捏、 按揉风门、 肺俞穴等背部穴位。 肺开窍

于鼻， 按摩鼻部上下迎香及颧髎等穴， 可以防治鼻炎、 预防感

冒。 对有食积及湿热者， 按揉足三里、 丰隆、 天枢等穴； 对肾

气虚、 肾不纳气者， 可按揉气海、 太溪、 涌泉等穴； 对上焦有

热者， 可以配合大椎肺腧刺络放血拔罐； 对肺经有寒或肾阳虚

者可以配合艾灸肺腧、 命门、 神阙、 太溪、 涌泉等穴位。

(

本报记者 桂颖辉

)

冬 季 是 流

行 性 感 冒 、 咳

嗽 、哮喘 、鼻炎

及呼吸道感染

频发高发的季

节，严重影响人

们的日常生活、

工作及身心健

康， 与此同时，

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 （慢阻肺）

已成为与高血

压 、糖尿病 “等

量齐观”的主要

慢性疾病。 肺最

主要的功能是

主气司呼吸，主

行水，朝百脉主

治节。 那么，冬

季该如何护肺

呢？ 我们不妨看

看上饶市人民

医院中医科孙

亚平主任医生

教大家的中医

保养肺脏攻略。

睡前坚持深蹲 50 次 对身体有 4 大好处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也开始追求身体的更加

健康。 但是平时工作压力确实比较大，上班剩下的时间

也比较少，就算是在健身房办了卡，还是很难按时去进

行锻炼。 特别是上了一天班的人，下班后已经精疲力尽，

只想回家躺下。 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而且力所能及的运

动能让人们得到锻炼？ 上饶市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杨慧

医生告诉记者，有的，那就是深蹲。 其实健身不一定要在

健身房才可以，也不一定要像长跑一样耗时很长、消耗

很大。 简单的深蹲也是男女老少都能做的。 不论是男性

还是女性，只要能够坚持在睡觉前深蹲

50

次，一段时间

后身体就能够得到明显的好处，别人羡慕不来。

1

、增强心肺功能：在深蹲的过程中，人需要协调

身体的呼吸保持平衡。 有的人可能深蹲五六下，就已

经气喘吁吁，而有的人能够深蹲十几二十下还保持呼

吸的顺畅。 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同。 心肺

比较健康人，能够在运动的过程中也保持比较顺畅的

呼吸。 在不断的蹲下起立的过程中，肺更多地呼吸新

鲜空气，能够增大肺部的容量，锻炼肺部的伸张和收

缩。锻炼了肺，呼吸就会更顺畅，呼吸进来的氧气也能

更好地被输送到心脏部位，有利于身体的健康发展。

2

、锻炼腿部肌肉：很多健身的人都知道，深蹲对

大腿肌肉的调用非常多。深蹲时需要依靠身体下肢的

肌肉进行发力，能够很好地锻炼人的腿部肌肉。 上班

族经常都是坐在办公室，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 上下

班基本靠公交，也很少走路，腿部得不到应有的锻炼。

深蹲

50

次，能够在锻炼的过程中，促进腿部的血液循

环，还能增强腿部肌肉的弹性，让腿部更有力量。不仅

不容易出现下肢无力，还会让腿部更灵活，也能避免

静脉曲张等血管疾病。

3

、锻炼脊椎，预防脊椎疾病：上班经常坐在椅子上，

头长时间看着电脑屏幕。 回家后也都是躺在沙发上，刷

刷手机，脊椎不仅得不到锻炼，还很容易因为长时间坐

立损伤脊椎神经，频繁出现腰酸背痛。 而每天睡觉前能

够深蹲

50

次， 能够在不断的蹲下起立过程中也动用脊

椎的力量，帮助控制身体直立。 正确的深蹲姿势是上身

直立，如果能够真的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让人的脊椎也

得到锻炼，坚持一段时间，就不会出现坐一会儿就觉得

腰背很酸了，脊椎疾病也不容易出现，让人羡慕不已。

4

、提高新陈代谢 ，减肥塑形 ：此外 ，在晚上睡

觉前进行深蹲 ，能够帮助身体进行消化功能 ，更好

地消化掉晚饭中的食物油脂 ，不仅利于排便 ，还能

通过深蹲

50

次达到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 ，血液流

动起来了，身体内的杂质也能更好地带出体外。 坚

持深蹲

50

次 ， 也能够帮助人们减少身体内的油

脂，帮助塑造体形。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说起肩周炎，应该很多人都不陌生。 特别是长期

使用电脑的人群，不管你是多大年龄的人多少都受到

了肩周炎的“ 折磨”。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

彭立伟告诉记者，肩周炎俗称“ 五十肩”，是一种慢性

疾病，有很多人承受着它带来的痛苦。 当发作时不仅

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 甚至连动一动肩膀都疼痛不

已，严重者甚至连睡觉都不得安心。彭立伟表示，做好

以下

4

步，可以让肩周炎乖乖离去。

1

、侧举手臂：将患侧的手臂在身体的一侧尽可能

举高，身体慢慢地向墙边靠拢，同时患侧手带动手臂

向上尽力达到极限。 保持

6

秒钟后慢慢还原

(

可以用

另一侧手臂辅助患侧手臂放下来

)

，这个动作重复

2-

3

次。

2

、及时就医：肩周炎的早期治疗并不困难，可以

到正规的医院或者是正规的中医馆进行理疗，或是推

拿按摩。如果疼痛很明显，并且局限在某一部位时，一

定要及时就医治疗，不要忍着。

3

、手臂前举过头：手肘尽量伸直，双手十指相扣，

然后从前方向上举过头顶， 双臂要尽可能贴紧耳朵。

时间最好保持在

6

秒钟或以上，然后慢慢放下手臂还

原，重复

2-3

次。

4

、手臂画圈：罹患肩周炎，或者肩膀酸痛时，可以

采用画圈的方式缓解肩膀的酸痛，同时也能治疗下肩

周炎带来的疼痛。 将手臂伸直，然后以肩部为中心慢

慢画圈，每次

15

个，每天

2-3

次每天

3

组，之后可增

加次数。治疗肩周炎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就可以解决

的，希望各位可以坚持。 就算没有肩周炎也可以活动

下肩膀，毕竟工作一天，肩膀也很受累。

如果疼痛实在难受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止痛药物或者选择有口碑的中医推拿按摩，避免疼痛

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医生支招如何缓解肩周炎

吃红薯能降血糖吗？

老人经常消化不良 要做好 5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