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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长寿要谨记：早起 3 不要、饭后 3 不急、睡前 3 不宜

俗话说“身体是革

命的本钱”， 而从古至

今，人们都希望自己能

够长寿。据上饶市人民

医院中医科孙亚平主

任医生介绍，人最好的

延年益寿的方法，就是

从生活中点点滴滴、一

举一动养成，如早睡早

起、坚持锻炼 、健康饮

食等，都能帮助自己的

身体达到健康状态。相

反 ， 如果不健康的生

活，不仅会让自己的健

康受损，甚至会使自己

“折命”。那么人们常说

的 “三不要 ”、 “三不

急”、“三不宜” 代表什

么呢？

关节老发炎 要少吃 5 种食物

这几个养生建议其实是谣言

医生教您 3 招

让您摆脱咽喉异物感

刷牙出血真的是“上火”吗？

早起“三不要”

醒后不要立即起床 ：对于大多数上班族和读书族而言 ，早

上是一天中最手忙脚乱的时候，因而造成很多人为了赶时间 ，

出现起床猛的现象。 殊不知，这是非常不好的。 早上起床猛，容

易导致体内血液快速向大脑涌集 ， 进而造成自身血压发生变

动，引发头晕、目眩等现象。 因此，早上在睡醒睁眼后 ，不要急

着起身，应选择躺在床上先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部 ，过两三分钟

再起床为宜。

避免憋大便：由于早上是大肠蠕动最为活跃的时候，并且大

肠刚刚结束了晚上对于营养的吸收，准备排出废弃的残渣，因此，

对于健康饮食、规律生活的人来说，早晨也是最易产生便意的时

候。但是，如果有了便意没有及时排出，便会造成大便在结肠内干

结，时间一长，干燥的大便可能会引起便秘，甚至出现在排便时，

引起痔疮、肛裂等肛周疾病。

不要不吃早餐：早餐对于人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早餐

也是最易消化吸收的。而如果选择不吃早餐就开始进行一天的工

作、学习，会引起胃的空转，久而久之，不仅会引发胃部疾病，还可

能会造成其他器官受损。 其次，有研究表明，不吃早餐，也会引发

血糖升高。因此，对于长期不吃早餐的人来说，反而增加患高血糖

疾病的风险。

饭后“三不急”

不要急于散步：俗话说“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但真的是

这样吗？其实饭后百步走，并不是代表吃完饭立刻散步。如果选择

在饭后立即散步，不仅会影响胃肠道的消化功能，甚至会给心脏

造成巨大负荷，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饭后立即走，可能会引发各

种心脏疾病、血管硬化或者血压调节障碍等。因此，如果要饭后散

步，应至少选择先体息半小时，等食物充分消化吸收后再活动。

不要急着洗澡：饭后胃肠道功能正是处于活跃的时候，如果

此时选择洗澡，不仅会阻碍胃肠功能对食物的消化吸收，严重的

甚至还会减少胃肠道血液流量，引发其它胃肠道疾病。因此，为了

胃肠道机体能正常工作，也为了自身健康着想，在饭后，一定不要

立即洗澡， 最好选择先休息

1-2

小时或者等胃里食物充分消化

吸收后再洗澡。

不要立即睡觉：刚吃过饭，大脑血液会快速涌聚胃部，因而造

成大脑血液减少，使之出现睡意。 但是，如果此时选择立即睡觉，

会加重心脑供血不足，进而引发胸闷、头晕、目眩等身体不适，尤

其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而言，饭后立即睡觉甚至会加重

心脑血管疾病，影响身体健康。

睡前三不宜

不宜吃夜宵：晚上是肠道蠕动最弱的时候，如果选择晚上吃夜

宵，食物不仅不易消化，反而会加重肠道功能超负荷工作。 其次，晚

上吃夜宵，还可能造成食物中其他物质残留，不仅可能引发肥胖，时

间久了，还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甚至促使大肠发生癌变可能。

不宜剧烈运动：睡觉前不宜跑步、游戏、跳舞、打球等剧烈运动，

因为过重的体力劳动，容易使大脑感受兴奋，对晚上的睡眠是极其

不利的。 除此之外，对于激烈的电视、紧张的脑力活动也是不主张

的，避开这些，才能更好的提高睡眠质量，保障自身身体健康。

不宜看手机：当代很多人在睡觉前都会选择刷刷手机，然而，

很多人却不知道，手机产生的蓝光，会大大减少人们体内生成的

褪黑素，进而使自己长时间处于浅睡眠或者失眠状态。不仅如此，

很多人晚上玩手机，都会出现越玩越兴奋、越来越精神，甚至玩上

瘾的现象，这些现象对自身健康而言，也是非常不利的。

从上面可以得知，早起“ 三不要”，饭后“ 三不急”，睡前“ 三不

宜”，对于人体健康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中，要时刻注意自己

的习惯，避免恶习带给身体不利的影响，甚至危害自己的生命。只

有及时改变恶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更好地让自己拥有

健康。

（本报记者 桂颖辉）

信州区读者李伯来电咨询：我今

年

65

岁，身体一直很好，不过烟瘾比

较大。 近半年来，我经常感觉咽部有

异物感，咳不出什么痰。不过，最近出

现了声音嘶哑等症状，偶尔还有痰中

带血现象。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如

何调理治疗？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主任潘赞标介绍：咽部异物

感，指的是咽部存在异常感觉，如球

塞感、瘙痒感、紧迫感、黏着感、烧灼

感、蚊行感、无咽下困难的吞咽梗阻

感等。 部分患者还会伴有颈部不适

感、紧迫感、自觉呼吸不畅以及咽喉

部有物上下移动不定的感觉，需要排

查病因后调理治疗。

咽喉异物感长期反复须排查

生活中， 咽喉异物感很常见，很

多人都曾出现过“ 咳之不出，咽之不

下，咽喉好像有蚂蚁在爬或者肉堵在

那里”的感觉。 有些人可能过几天就

自行缓解，不过也有部分人像周伯一

样症状较为长久。

潘赞标提醒，假如咽喉的异物感

症状是反反复复、久治不愈的，则要

进行必要的全面检查，排除可能存在

的隐患，避免疾病向恶性发展。 检查

的手段众多，可以在医生建议下进行

相关的检查。 只有检查清楚，才能排

除恶性疾病， 避免疾病进一步发展，

针对性用药，才能更好缓解症状。

避免生活诱因改善症状

潘赞标表示，引起咽喉异物感的

生活诱因也有很多，因此尽量避免这

些诱因是改善症状的最直接方式。

生活工作压力过大、 情绪紧张

焦虑、睡眠存在障碍：这是最常见的

原因， 可能因压力或过度紧张引起

咽喉部肌肉紧绷所造成。 反过来，咽

喉部长期异物感无法缓解， 也会加

重患者的紧张焦虑情绪。 睡眠障碍

使咽喉无法得到充分休息， 当然会

觉得不舒服。

长期用嗓过多， 水分补充不足：

话说多了，口干舌燥，特别有些中老

年人本身唾液分泌不足，让咽喉部存

在异物感，以老师最为多见。

长期鼻塞、张嘴呼吸：鼻腔具有

将空气加温及湿润的功能，如果长期

鼻塞、张嘴呼吸等原因造成鼻腔的功

能下降，造成干冷空气直达喉部而产

生干痛，也会造成咽喉异物感。

鼻涕倒流刺激咽喉：常见于慢性

鼻炎患者，分泌物滋生细菌，破坏咽

喉表面细胞的纤毛活动，导致咽喉异

物感。

不良的生活习惯及工作环境：嗜

好烟酒，长期在高温、灰尘多，或有刺

激性气体的工作环境作业，高温的气

体、灰尘、刺激性气体也会刺激咽喉

部，造成异物感。

刺激性饮食，口腔不卫生：如果

喜欢喝酒、 嗜食辛辣及刺激性食物，

却忘了要经常刷牙及漱口， 长期刺

激，也会有咽喉异物感。

3

招让您摆脱咽喉异物感

中医很早就认识到该疾病的存

在，称之为“ 梅核气”或“ 咽喉不利”。

张仲景在《 金匮要略》就提到“ 妇人咽

中如有炙脔（ 意思为烤肉） ，半夏厚朴

汤主之”。 堪称为治疗咽喉异物感的

经典之作。 那么，日常生活中该如何

做才能摆脱咽喉的异物感呢？

清淡饮食。 生活中，应少吃刺激

性的食物，主张清淡饮食。规律饮食，

尽量避免在睡前

2

个小时吃东西，这

样会使得胃酸倒流； 多喝温开水，为

喉咙补充水分；戒烟戒酒，规律作息，

不做对喉咙有刺激性的活动。

按摩。感到咽喉有异物感时可用

手指按摩，缓解不适感。首先，用拇指

和中指轻轻地按揉咽喉两边， 揉

20

到

30

次之间；接着，用拇指、食指和

中指轻轻地捏咽喉周围的皮肤，最好

捏到感觉喉咙发热为止，然后再用冷

毛巾冷却；最后，轻轻地掐揉风池穴、

翳风穴和风府穴，大概每个穴位掐

1

分钟左右，即可缓解异物感。

清喉利咽。 感到喉咙有异物感

时，也可选用清喉利咽的食物尝试能

否缓解症状。 如话梅、陈皮、金橄榄、

菊花、胖大海、甘草、牛蒡子等，此类

食物、药物具有改善嗓子干咳、干呕、

咽部有异物感、吞咽困难等不适感的

作用，都可以入茶饮用。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红、肿、热、痛、僵硬、活动受限……作为一种慢性炎

性疾病，关节炎影响超

1

亿国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堪

其扰。除了积极治疗原发病，关节炎患者在饮食上也需要

多加小心，因为有些食物可能加重炎症反应。而吃一些对

关节“ 友好”的食物，很可能对缓解关节炎症状有所帮助。

为此， 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李建文分别总结了

关节最讨厌和最喜欢的

5

种食物，帮助大家缓解关节炎。

5

种伤关节的食物

精制碳水化合物：适量摄入面粉和糖可以接受，但在

美国标准饮食（

SAD

）中，其摄入量却普遍超标。精制碳水

化合物可能有助于晚期糖基化终产物（

AGE

）的产生，这

种物质已被证明可以刺激炎症反应。 此外，研究还证明，

糖和面粉对肠道健康也有影响，可以加剧炎症反应。

含糖饮料：与精制碳水化合物类似，甜味饮料中存在

的超加工糖分与较高水平的慢性炎症有关， 尤其是苏打

水，会增加女性关节炎的症状。根据《 美国临床营养杂志》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每天仅

12

盎司的苏打水，就会使类

风湿性关节炎的风险增加

63％

。

Omega-6

脂肪酸：如果可能的话，关节炎患者最好限

制葵花籽油、红花油、玉米油、大豆油和葡萄籽油的摄入

量，因为它们比其他种类的油具有更高的

omega-6

脂肪

酸含量。 研究显示，源自

omega-6

脂肪酸的类花生酸会

增加血压，触发免疫反应并加剧炎症。

加工肉： 与草饲牛肉或鸡肉等加工程度较低的肉相

比，培根、香肠和一些熟食肉等加工肉，所含的

AGE

量更

高。再加上这些对关节炎有害的食物钠含量往往更高，导

致更多的水分滞留，关节肿胀。

冷冻披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

显示，披萨是美国典型饮食中钠的主要来源之一，它也可

能导致关节发炎。 如果用精制碳水化合物制成薄饼为基

础，上面撒上意大利辣香肠，就对关节更加不好了，可以

说这是关节最讨厌的食物。

5

种关节“喜欢的”食材

说完了对关节不好的食物， 自然也会有对关节好的

饮食。以下

5

种食材，是关节“ 喜欢的”。平日里，不妨找机

会多吃一些。

西蓝花：对关节炎患者最好的食品却最平淡无奇。西

蓝花富含维生素

C

和

K

等营养成分及萝卜硫素。 根据关

节炎基金会的说法，科学家认为，萝卜硫烷可能会减慢骨

关节炎症状的发作和发展。

樱桃： 色彩缤纷的水果和蔬菜中含有的植物化学物

质和抗氧化剂，均与减少炎症和疾病风险有关。由于富含

丰富的花青素和其他抗氧化剂 （ 可改善血液流动并减轻

疼痛） ，樱桃成为最好的选择。关节炎基金会表示，食物的

颜色越鲜艳，大多数情况下抗氧化能力越强。 因此，类似

的食物也是可以常吃的。

抹茶：绿茶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动物研究表明，茶叶

中的化合物可降低类风湿关节炎的严重程度。 专家解释

说，抹茶中含有大量抗氧化剂，可对抗细胞损伤，也正因

此，使其特别擅长缓解关节炎症状。

Omega-3

脂肪酸：根据关节炎基金会的说法，每周吃两

次或多次

3

至

4

盎司（

85

克至

113

克）富含

Omega-3

脂肪

酸的鱼，可以保护心脏并减少炎症。 鲑鱼、鲱鱼、沙丁鱼、鲭

鱼等野生高脂肪鱼类都是不错的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这类

鱼体内汞含量也相对较高，长期食用最好选择含汞量低的。

姜黄粉：姜黄粉是一种烹饪调料，常用来做咖喱。 它

对健康有很多好处。 研究表明，姜黄素具有抗炎、抗氧化

等作用。将姜黄与脂肪和黑胡椒粉混合使用，可能会减少

炎症性关节炎带来的疼痛。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生活中人们肯定听到过很多“ 养生建议”，

比如“ 清宿便，排肠毒，可以健康减肥”，“ 天冷

了， 喝酒暖身还能软化血管”，“ 趁热吃对胃肠

好”等等。这些看似很有道理的“ 养生建议”其实

并没有科学依据。甚至如果听信其所说的，还会

对身体造成损害。 那么这些建议到底是怎么回

事呢？今天，上饶市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杨慧医

生就跟大家来分析以下几个养生谣言。

清宿便，排肠毒：医学上“ 宿便 ”是个伪概

念，这是商家打广告的时候想出来的一个名字，

大便本身确实会积存在体内， 但是并没有所谓

的“ 肠毒”。 大便未排除之前在肠道内会存在有

水和电解质的吸收，而不是“ 毒素”吸收。所以所

谓的“ 润肠排毒”的产品就是没有必要的，正常

人只要有良好的排便习惯， 就不需要使用通便

的药物，即使真的是便秘的患者，也应该经过专

业的消化科医生诊断， 根据患者情况选择合适

的药物，而不是购买一些打着“ 清宿便、排肠毒”

的幌子的产品。 想要减肥也不能通过吃这类通

便的药物达到， 吃多了只会因为脱水而造成短

期的体重减轻，喝点水就能恢复。减肥还是要靠

管住嘴，迈开腿。

喝酒暖身，软化血管：在冬天，人们在饭局

上可能会遇到别人这么劝酒，“ 喝酒暖身”、“ 红

酒健康，可以软化血管”。 然而其实这个谣言早

就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等很多权威机构明确辟

谣了，少量喝酒，无论是红酒还是白酒，都会对

身体造成损伤，最健康的饮酒量就是零。而且研

究表明，酒精会在基因层面损伤我们的

DNA

结

构， 甚至导致严重染色体重排， 诱导癌症的发

生。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少喝度数低的酒就没事。

趁热吃，对胃肠好：一直以来，很多老一辈

的人都会认为食物要趁热吃。 甚至有的年轻人

吃烤肉、火锅等食物也会趁热的时候吃。人们认

为热的食物对胃肠道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然而其实早在

2016

年，就有研究表明：热食，特

别是

65℃

以上的食物，会增加人们患食道癌的

风险。 我们的食道黏膜其实很脆弱， 食物过于

烫，会造成黏膜轻微灼伤，经常反复的灼伤就会

刺激产生癌症。 所以趁热吃不是一个健康的饮

食方式，反而要晾一下，吃温热的食物。

除了上述

3

个养生传言， 还有诸如拍打肘

部和肩膀可以预防心梗、 输液可以疏通血管清

除血管垃圾等所谓的养生经验， 其实都是没有

科学依据的。 总之，谣言止于智者。 面对人云亦

云的“ 养生建议”，如果不确定是否可靠，就最好

询问专业的医生，或者查阅专业的书籍和文献。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相信大部分人在刷牙的时候，都

会经历牙龈出血的症状，就觉得自己

“ 上火”了，需要吃一些降火的东西。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任何舰

告诉记者，不管是不是上火，我们首

先得了解刷牙出血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

?

1

、牙龈发炎：简单来说，牙齿上

聚集一定量的细菌时，牙龈受到了细

菌的感染发生的炎症反应，牙龈就会

出现发炎。 起初可能会没有什么痛

觉，难以让人发现

,

但如果不及时治

疗，就会造成牙龈组织的破坏，最后

可能会引发牙周病。

2

、吸烟：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发

现吸烟者比不吸烟者更易出现牙龈

出血。 经分析出，吸烟者牙齿上有一

种刺激性毒素，然而一般的刷牙是不

能完全清除掉的，这对牙龈健康是非

常不利的。

3

、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也会影响

正常的发育， 容易引发牙龈出血状

况。 建议生活上注意均衡营养，不挑

食，以促进口腔的健康。

4

、经期：女性在生理期间，免疫

力较平常脆弱，一些潜伏的健康问题

容易在这时候发作。如果女性在生理

期间发生了牙龈出血， 建议要多喝

水，多吃一些蔬菜水果，保持愉快的

心情，有助于减少牙龈出血的发生。

5

、刷牙不正确：如果刷牙方式不

正确，或者用力过猛、使用硬毛刷，也

容易伤到牙龈组织。牙龈组织相对比

较软，损伤后容易出现肿胀、充血、出

血状况。

6

、药物：服药期间，某些药物会刺

激牙龈出血发生，比如抗癫痫的药、抗

高血压的药。 另外，还有抗组胺的药、

镇静剂、抗精神病的药在吃完之后，容

易发生口干及牙龈炎。因此，我们需要

养成每天早晚刷牙的习惯， 减少口腔

细菌的滋生。 最重要的是要定期去正

规的口腔医院检查牙齿， 及时发现牙

齿问题，并能及早进行治疗。

刷牙出血是我们日常口腔常遇

到的问题，但如果频繁发生，我们就

要认真对待，及时去医院检查。

（本报记者 桂颖辉 郭淑芬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