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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晚对着空调吹

当心吹出面瘫

皮肤上能“写”字 只因患了荨麻疹

三伏天常吃 8种“黄金菜” 有助中老年人安康度夏

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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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天喝酸梅汤

开胃又醒脑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一年中最闷热潮湿的三伏时节，用“上蒸下煮”来形

容再合适不过了。 正所谓夏天“三天不见青，两眼冒火星”，夏季高温的天气，人们很容

易上火，出现心情烦闷、口干舌燥的情况。 上饶市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医生姜东方表

示，三伏天讲究清淡饮食，建议中老年人要常吃

8

种“黄金菜”。 这

8

种“黄金菜”都是应

季的营养蔬菜，多吃有助安康度过盛夏。

一、四季豆

俗话说“ 夏吃豆，胜吃肉”。 四季豆含

有丰富的无机盐， 夏季人们汗液流失严

重， 多吃四季豆可以在补充营养的同时，

还能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分享一款很下

饭的肉末炒四季豆，鲜香味美，很过瘾。

推荐菜谱：肉末炒四季豆。

准备食材：四季豆、肉末、大葱、生姜、

大蒜、小米辣。

做法：

1

、 四季豆放入清水中冲洗干

净， 掐头去尾、 撕掉老筋， 大蒜、 生姜去

皮切末， 葱白斜切成丝， 小米椒切圈备用。

肉末需要提前腌制， 肉末中加入少量老抽、

半勺鸡精、

1

勺生抽和适量姜末、 食盐、 半

勺食用油， 抓拌均匀放置一旁腌制

10

分钟

左右。

2

、 炒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油热后加

入

1

勺郫县豆瓣小火炒出红油， 倒入腌好

的肉末， 快速翻炒至肉末变色盛出备用。

3

、 锅中重新加入适量食用油， 爆香蒜末、

葱丝和小米辣， 然后加入切好的四季豆段，

翻炒大约

3

分钟。

4

、 倒入炒好的肉末快速

翻炒片刻， 加入适量的鸡精、

1

勺蚝油和食

盐， 搅拌均匀即可出锅装盘。

二、丝瓜

丝瓜味道清香、清爽可口，水分含量

足，不需要繁杂的烹饪步骤，只需简单清

炒就能将其鲜嫩的味道展现出来。尤其适

合炎热的夏季天气，来一盘鲜嫩的清炒丝

瓜再合适不过了。

推荐菜谱：清炒丝瓜。

准备食材：丝瓜、小葱、大蒜、干辣椒。

做法：

1

、 丝瓜清洗干净刮去表皮，

切成滚刀块， 小葱切成长段， 大蒜切成

蒜末， 干辣椒切成段。 切好的丝瓜可以

放入淡盐水中浸泡， 避免发黑。

2

、 锅中

加油， 油热倒入蒜末 、 干辣椒和葱段 ，

炒出香味。 丝瓜捞出沥干水分倒入锅中，

大火翻炒

1

分钟左右。

3

、 大火炒至丝瓜

微软， 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翻炒均匀 ，

翠绿鲜嫩的清炒丝瓜就完成了。

三、瓠瓜

瓠瓜是葫芦的变种，细白柔嫩，清香可

口，维生素含量高，清热解暑。多吃瓠瓜可以

轻松做到补充水分、营养元素两不误。

推荐菜谱：茄汁瓠瓜烧豆腐。

准备食材：西红柿、瓠瓜、豆腐、虾皮、

葱、蒜。

做法：

1

、

2

个西红柿冲洗干净， 用刀在

顶部划十字后放入热水中烫至表皮裂开，

捞出来去皮后切成丁， 瓠瓜冲洗后去皮去

瓤切丁，豆腐同样切丁，葱切成段，蒜切成

末备用。

2

、煮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盐烧

开， 倒入切好的瓠瓜丁焯水

1

分钟左右捞

出控水，待水再次煮开后，豆腐丁加入锅中

焯水

30

秒。

3

、炒锅中加入适量的油，油热

后倒入葱段和姜片炒出香味， 倒入西红柿

丁炒成糊状。

4

、加入瓠瓜丁翻炒

1

分钟后，

倒入豆腐丁翻炒

2

分钟左右， 加入

1

勺虾

皮、少量胡椒粉、适量的盐和鸡精，翻炒均

匀让调味料融入菜中即可。

四、红薯叶

红薯叶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种常被忽

略的优质食材。 红薯叶口感香甜，所含的

营养元素全面且齐全，夏季是大量生长的

时候，有条件的可以多吃一些。

推荐菜谱：清炒红薯叶。

做法：

1

、红薯叶清洗干净后，将叶和梗

掰开分别放置一旁、蒜切成蒜片备用，还可

以搭配一些应季的南瓜花来增加香甜的口

味。

2

、锅内加水烧开，放入

1

勺盐和少量的

油，先放入红薯叶梗煮上

1

分钟捞出，再将

红薯叶也放入锅中，煮

10

秒捞出控水备用。

3

、炒锅内放油，开中火，加入蒜末，干辣椒爆

香锅底后，倒入红薯叶和红薯叶梗，开大火

翻炒

30

秒，倒入一勺生抽、适量的盐调味，

一勺香油提味，即可出锅装盘。

五、芹菜

芹菜是常见的蔬菜之一， 味道清香浓

郁，开胃清香，水分含量足，夏季是口感最佳

的时候。 芹菜富含膳食纤维，夏季天气炎热

胃口不佳，用银耳和芹菜炒一盘，清爽又下

饭。

推荐菜谱：银耳炒芹菜。

准备食材：银耳、芹菜、枸杞、大蒜。

做法：

1

、银耳提前泡发后冲洗掉里面

的杂质，撕成小朵，芹菜去叶留茎清洗干

净，用刀片成片，枸杞浸泡

10

分钟左右至

泡发，大蒜去皮切片。

2

、煮锅中加入适量

的清水、几滴油和少量的盐，煮开后倒入

芹菜，焯水

2

分钟至芹菜八成熟，捞出控

干。

3

、炒锅油热后加入大蒜炒出香味，倒

入银耳翻炒

1

分钟左右， 转小火加入芹

菜，继续翻炒。

4

、碗中加入

1

勺生抽、

1

勺

淀粉、适量的盐和鸡精，再加入小半碗清

水制成水淀粉， 倒入锅中再次翻炒均匀，

撒上枸杞转大火收汁即可。

六、黄瓜

黄瓜是夏季里的一种优质蔬菜，口感

清脆多汁，富含营养，是餐桌上不能少的

美味。 为了避免营养元素大量流失，最好

选择凉拌的烹饪方式。

推荐菜谱：黄瓜拌油条。

准备食材：黄瓜、油条、蒜。

做法：

1

、

4

根油条提前切块， 锅中适

量的油，油温加热至

7

成热，油条段倒入

锅中炸

1

分钟左右，至焦酥发脆捞出。

2

、

大的不锈钢盆中加入

3

勺果醋 ，

3

勺蜂

蜜，适量的盐和鸡精拌匀，加入

4

瓣大蒜

压成的蒜蓉拌匀。

3

、黄瓜清洗干净去头去

尾，用刀拍扁后再切成段。

4

、将切好的黄

瓜倒入料汁中， 搅拌均匀后倒入油条，再

次拌匀即可。

七、茄子

夏季盛产茄子， 茄子中含有大量的钙、

磷、钾、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盛夏高温天

气营养流失快，需要大量补充营养元素。 分

享一道凉拌茄子的方法，清凉好吃不油腻。

推荐菜谱：凉拌茄子。

准备食材：茄子

2

个、小葱

1

根、香菜

1

根、大蒜

4

瓣。

做法：

1

、茄子冲洗干净，掰掉茄子蒂不

用去皮，小葱和香菜洗净，小葱切碎、香菜

切段，大蒜切成末备用。

2

、茄子对半切开后

放入蒸锅蒸

5

分钟左右， 若筷子能将茄子

扎透，就可以了。

3

、调个料汁，蒜末和小葱

放入小碗中， 用少量的热油激发出蒜香味

和葱香味，待油微凉后加入生抽、白糖、醋、

蒸鱼豉油、盐和鸡精，搅拌均匀。

4

、蒸好的

茄子拿出来， 晾至不烫手后将茄子撕成与

筷子粗细一致的长条。 倒入调好的料汁，撒

上香菜后用少量的枸杞做点缀就可以了。

八、空心菜

空心菜一直是大江南北人们喜欢的

蔬菜之一，属于凉性蔬菜，夏季常吃有助

于防暑解热，老年人更要多吃。

推荐菜谱：清炒空心菜。

准备食材：空心菜、大蒜。

做法：

1

、 空心菜去掉老的叶子和杆，

清洗干净切成长段，大蒜去皮拍扁，干辣

椒切段。

2

、锅中加入少量的油，五成热倒

入大蒜炒出香味，倒入蚝油炒出香味。

3

、

锅中迅速倒入空心菜，翻炒至空心菜变软

后加入适量的盐即可。

（本报记者 桂颖辉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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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近湿如蒸。 夏季雨水多， 伴随而来的湿气也多，

湿热交织， 可谓又蒸又煮。 三伏天要将自己隐伏起来，

否则就会被夏天的邪气———暑气所伤。 据上饶市人民

医院中医科孙亚平主任医生介绍， 中医认为暑气最易

损伤人的津液。 因为温度过高， 毛孔舒张， 津液很容

易通过汗的形式外泄 ， 出现耗气的症状 ， 比如乏力 、

懒言等 。 此时若不治疗就会出现中暑 ， 孙亚平表示 ，

预防中暑， 可多按阳陵泉穴。

中暑分 “阳暑” 和 “阴暑”

中暑在中医看来是有分别的， 简而言之可分为阴阳

两类。

“ 热出来” 的属于“ 阳暑”。 在高温环境下， 如果

患者大量出汗、 口渴、 头晕、 恶心、 心慌， 但体温不太

高时， 就要注意是否为中暑的先兆； 如果再严重一点，

就会出现轻微的中暑， 会导致胸闷、 心慌、 面色苍白、

恶心乏力， 应及时采取措施； 而重度中暑患者， 除上述

症状外， 还伴有剧烈头痛、 呕吐、 晕厥、 重度昏迷、 神

志模糊、 脑水肿、 全身痉挛、 抽搐等症状。

“ 冷出来” 的就是“ 阴暑”。 高温高湿开空调、 吃

冷饮、 睡凉席， 风、 湿、 寒同时侵入人体， 易中“ 阴

暑”。 一种是寒邪侵犯肌表， 人会出现怕冷、 发热、 头

胀痛、 四肢酸痛、 无汗或汗出不畅、 微咳、 心烦等症

状。 另一种是寒邪侵犯脾胃， 人则会出现胃胀嗳气、 头

晕目眩、 恶心呕吐、 胸闷气短、 浑身乏力、 食欲不振、

大便溏薄、 四肢沉重等症状。

中暑之后急救有方法

发现高温中暑应立即将病人从高温或日晒环境转移到阴凉通风处

休息， 用冷水擦浴、 湿毛巾覆盖身体、 电扇吹风， 或在头部放置冰袋

等方法降温， 并及时给病人口服盐水。

精神意识尚好的病人可服用十滴水和藿香正气水等解暑， 饮服绿豆

粥、 淡盐水， 或静脉滴注葡萄糖和生理盐水， 用风油精涂抹额部、 太阳

穴等。

如果中暑病人出现血压下降、 脉搏细数、 呼吸变慢或变促等循环系

统的改变， 甚至出现嗜睡、 昏迷、 抽搐等意识改变， 应立即平卧， 保持

呼吸道通畅， 同时马上送医院抢救， 以免发生生命危险。

防中暑多按阳陵泉穴

不要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或在高温、 高湿度、 气流静止的环境下活

动或工作。 饮食上要吃清淡食物， 多饮消暑清热化湿的饮料， 如番茄

汤、 绿豆粥、 薄荷粥、 莲子粥、 荷叶粥、 莲藕粥等。

随身携带防暑药物， 如十滴水、 万金油、 藿香正气水、 驱风油等，

以备不时之需。 要多饮水， 可用金银花、 杭菊花、 薄荷、 苏叶、 鲜荷

叶、 荆芥等泡茶喝， 这类茶消暑醒脾、 芳香开胃。

也可采用穴位按摩方法来防中暑， 无论是阴暑还是阳暑， 按摩都具

有很好的预防效果。 阴陵泉穴具有健脾利湿功效， 坚持按揉此穴， 可以

保持脾的运化水湿功能正常， 还可以把多余的“ 湿” 祛掉。 每次按摩

160

下左右， 每日早晚按摩一次， 两腿都需按摩， 对防治中暑有一定的

效果。 此外， 百会穴与印堂穴对中暑都有一定的疗效， 可多按摩。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 在酷暑时节不要“ 扛热”， 要保持通风， 注意

补水， 采取少量、 多次的方式。 一旦出现中暑症状， 一定不能拖、 等、

扛， 要及时就医。

（本报记者 程家富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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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上轻轻一划就会出现红肿的道状痕迹，数小

时后才能消退，这不是什么神奇的特异功能，而是荨

麻疹的一种症状，许多人往往对这种症状不甚了解而

忽视病情，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皮肤上能“写”字是慢性荨麻疹的症状

张女士有个奇特的“ 技能”：用指甲或其他钝物轻

划皮肤后，会出现红色且略高于皮肤表面的红色道状

痕迹，过段时间便会消失。有一次，张女士的同事在接

电话时需要记一串重要数字，可找不到纸和笔。 情急

之下，张女士让同事用指甲把数字“ 写”到她的手臂

上。后来，张女士因此到医院就诊，上饶市第五人民医

院门诊主任叶夷芬告诉她， 这可不是什么特异功能，

是患了荨麻疹。

叶夷芬表示，这种受摩擦、压迫或用钝器划皮肤，

数分钟后出现红色道状凸起的情况被称为人工荨麻

疹，又叫皮肤划痕症，是慢性荨麻疹的一种。

“ 一般情况下，荨麻疹的局部皮疹会在数小时内

消失，但有些患者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旧皮损在

逐渐消退的同时，不断有新皮损出现，持续数日或更

久。通常，我们将病程在

6

周以内的荨麻疹，称为急性

荨麻疹，病程超过

6

周的荨麻疹，称为慢性荨麻疹。 ”

叶夷芬讲道。

人工荨麻疹和一般性荨麻疹病因类似，属于过敏

性疾病，过敏的病因主要分为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

素。前者指某些外界物质或外界作用（ 物理性刺激、食

物或药物反应）能够导致部分人的免疫系统发生异常

反应。后者通常指机体的一些状态（ 体内感染、激素代

谢异常、精神压力等）引起免疫系统的异常或紊乱，导

致发生过敏症状。

严重荨麻疹可危及生命

“ 荨麻疹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皮肤病，许多人觉

得该病除了引起瘙痒等不适外，没有太大危害，但其

实荨麻疹也可能危及生命。 ”叶夷芬讲道，严重荨麻疹

可伴随血管性水肿，若发生在咽喉、支气管黏膜等部

位时可能堵塞呼吸道，引发窒息危险。因此，患者要引

起足够重视，及时到正规医院接受治疗。

另外，还有许多人认为，荨麻疹患者都需要忌口，

但其实每个患者病因不同， 采取的治疗方法也不同。

若患者饮食不当导致发病，确实需要忌口。 此时患者

应建立饮食日记，记录饮食情况，一旦发现吃某些食

物后发生过敏，应立刻做标记，下次吃的时候注意观

察，若连续几次都出现反应，则说明该食物可能是过

敏原。

还有不少人认为怀孕期间患上荨麻疹会影响胎

儿健康，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研究结果显示孕妈妈患荨

麻疹会对胎儿造成影响，即便有影响，也需要确定孕

妈所患荨麻疹的程度。 但孕期还是应该谨慎用药，不

到万不得已最好不采取药物治疗方式，以免对胎儿造

成伤害。 孕期一旦得了荨麻疹，最好还是在第一时间

就医，以免延误病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本报记者 桂颖辉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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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很多人都会选择吹着空调、盖着被子睡觉，看

起来是很痛快，但如果稍不注意，可能会吹出面瘫。 前不

久铅山的胡先生因吹一夜的空调，醒来发现一侧面部和

脖子发麻僵硬，经检查被确诊为面瘫。

据上饶市中医院主任医生唐发武介绍，面瘫通常急

性发作，常在睡醒时发现一侧面部肌肉板滞、麻木、瘫痪，

额纹消失，眼裂变大，露睛流泪，鼻唇沟变浅，口角下垂歪

向健侧，病侧不能皱眉、蹙额、闭目、露齿、鼓颊；部分患者

初起时有耳后疼痛， 还可出现患侧舌前

2/3

处味觉减退

或消失、听觉过敏等症状。

面瘫古已有之

早在

1800

多年前，医圣张仲景就在《 金匮要略》

一书中做了一段描述：“ 寸口脉浮而紧， 紧则为寒，浮

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

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僻

不遂。 ”简而言之，面瘫的发生皆因“ 寒”和“ 虚”所致。

人在睡眠时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此时抵抗力较

低，容易受外邪的侵袭。 人体头部、面部经络丰富，且

为六条阳经的汇集之处， 如果对着风扇和空调吹，容

易侵犯面部经络，久而久之会受风邪和寒邪的侵扰而

出现面瘫，重者可能还会出现中风、偏瘫等。

有人也许会问，

1800

多年前的东汉，又没有空调和

风扇，怎么也会有这个病？其实，尽管现在我们与古人所

处的环境以及个人体质都不同，但致病的机理并没有改

变，同样也会因为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出现相同的病症。

这样使用空调和风扇更正确

既然找到了病因， 那就建议大家使用空调时，室

内温度不宜设置太低，一般成年人在空调房内最适宜

的温度为

25℃-26℃

，体弱者

27℃-28℃

，室内外温

差最好不超过

8℃

；开空调后风要往上吹，尽量避免

冷风直吹身体；进屋

10

分钟后再开空调，在外出了一

身汗，此时人体毛孔完全打开，如果直接吹空调，容易

诱发感冒等疾病。

使用风扇时，也要避免睡觉时直吹。人在睡眠状态时，表

皮血管松弛、毛孔舒张，体表温度相对变低，机体抵抗力降

低，最容易遭受外界侵害。 也不要在刚洗完热水澡或运动后

吹风扇，此时血液循环加快，毛孔舒张，若直吹冷风，风邪入

侵，机体会出现肩痛、关节痛、头痛、头晕、流鼻涕、乏力、抽搐、

食欲不振甚至晕厥等症状。 （本报记者程家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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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梅汤是我国传统的消暑佳

品。 一碗简简单单的酸梅汤， 既

酸甜可口， 又有着消暑送凉、 祛

痰止咳、 行气散瘀、 除烦安神等

功效， 承载了古人无尽的智慧。

上饶市立医院中医科主治医

生熊贞良告诉记者， 从中医上来

讲， 夏天， 人体肝气渐弱， 心气

渐强， 此时的饮食应该增酸减苦，

调养胃气。 酸梅汤酸中有甘、 甘

里带酸， 尤为适合夏天饮用。 其

实酸梅汤也属于药膳， 方中选药

精当， 药食同源。 正宗的酸梅汤

是将生津敛肺的乌梅， 化痰健脾

的陈皮， 散瘀的桂花， 清热解毒、

补脾益气的甘草， 消食开胃的山

楂 ， 益气润肺的冰糖一并熬制 ，

可健脾开胃、 提神醒脑。

虽然熬制酸梅汤并不复杂 ，

但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很少有人能够静下心来细细熬制。

精选乌梅、 山楂、 甘草、 玫瑰茄、

陈皮、 桂花等配料， 按科学比例

搭配。 加水煎煮

2

次， 每次加水

1500ml

煎煮

20

分钟 ， 可根据个

人口味添加蜂蜜、 冰糖等甜味剂，

方便、 快捷。 可代茶饮， 冰镇后

口味更佳。

酸梅汤虽好， 但以下人群服

用时需谨慎： 脾胃虚弱者、 平时

泛酸明显者以及儿童， 不宜空腹

大量饮用， 会使胃酸猛增， 对胃

黏膜造成不良刺激； 妇女正常月

经期以及怀孕妇人产前产后忌食；

感冒发热、 咳嗽痰多、 胸膈痞闷

之人忌食； 菌痢、 肠炎初期患者

忌食。

（本报记者 桂颖辉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