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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养生四个一
喧闹的春节长假，嘴累、胃累、腿累、心
累，健康大大透支。 一年之计在于春，从现
在开始要为健康再做储蓄。 来看看养生保
健专家为大家打造了一套早春养生方案，
都是简单易行的方法。
早春第一喝 喝茶最护肝
早春该喝什么？ 当然是喝茶了。
中医认为，“春与肝相对应”， 所以，早
春养生应以养肝护肝为先，有些人担心过
于补肝，会导致肝火过旺，那么喝茶就是
养肝护肝的最简单方法之一了。 但首先要
辨别清楚自己是属于实证体质，还是虚证
体质，这样才能选对要喝的茶。
实证者喝菊花茶：那些平时性情比较
急躁、爱发火，或是一到春天就特别容易
目赤肿痛的人，都是肝火太旺了，这属于
实证，建议不妨每天喝喝菊花茶，因为菊
花属辛凉解表药，味甘苦性微寒，是以清
肝热、去肝火为主的。 此外，当感到眼睛疲
劳时， 可以沏上一杯热气腾腾的菊花茶，
伏在杯口上用菊花茶的蒸汽熏眼，大约两
三分钟即可消除眼部疲劳。
虚证者喝枸杞茶：如果一到春天就总
觉得自己的两眼干涩、 看东西还有些模
糊，这说明您的肝阴不足了，属于虚证，此
时，可以尝试每天喝喝枸杞子茶。 枸杞性
味甘平，具有滋肾、养肝、润肺、明目、强壮
筋骨、改善疲劳的作用。
早春第一动 做个走班族 轻松易控制
过完春节，更多的人喜欢通过不急不
慢缓缓而行的方式来活动身体。
早春的这个时候， 天气还比较寒冷，
运动方式最好选择“轻缓娱乐型的”，不剧
烈，容易控制，比较轻松和愉快，也能达到
健身的目的。
在早春的这段时间里，很多人都选择
走着去上班，到单位的时候，正好微微出
汗，刚刚好。
走路时一些小细节也要注意，要走得
稍微快一点，如果不喘气，运动强度就是
正好的。 有些人觉得衣服增减不好控制，
这个时候， 围巾和帽子就能派上用场了，
戴上和脱掉都很方便，比解开衣服要安全
很多。
早春第一补 无论男和女 乌鸡白凤丸
顺四时为养生的第一条。 顺四时，就
是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来调整自己
的生活。 春气与肝气相通，夏气与心气相
通，秋气与肺气相通，冬气与肾气相通。 人

就像树一样，春天树要发芽了，它所有的营
养从根部向枝干调动， 它的力量是从内部
向外走的。 人也一样，春天来时，气血从内
向外走，主要功能在肝。
有些人一到春天会发现， 前些日子睡
得特别好，现在突然睡不着了。就是因为春
天的时候气血是从内脏向外走了， 人的阳
气白天行于外，晚上归于内，归于肝。 人睡
着时阳气回去了，如果肝血非常充盈，阴阳
调和就能睡着； 如果气血不足， 阳气回不
去，就会老睁着眼睛睡不着。 所以，早春第
一补，重在补肝。
营养专家建议， 春天无论男人或是女
人， 多少吃点乌鸡白凤丸，“那是一个非常
好的方子，起码经过上百年的实践。”他说。
吃乌鸡白凤丸， 不少男人可能会心里
犯嘀咕：那是妇科圣药为什么让我们吃？其
实不是的，乌鸡白凤丸可以补气血，女人以
血为主，所以使用乌鸡白凤丸多一些，而男
人春天的时候也容易肝阴不足， 同样会出
现疲劳的状况， 也是可以吃点乌鸡白凤丸
来补肝的。
早春第一吃 一寸黄豆芽 营养最给力
说到早春第一吃， 保健专家首推黄豆
芽。 因为黄豆芽的微量元素含量优于绿豆
芽和其他芽类蔬菜，可谓是早春第一菜了。
通过种子发芽产生丰富的维生素，因
此芽类蔬菜被称做“活体蔬菜”，黄豆芽以
及绿豆芽，还有荞麦芽、黑豆芽等，都可以
给餐桌带来丰富的营养，可供孩子、老人和
全家的营养需要。
典籍中， 黄豆芽被列为益寿食物的第
一名，而绿豆芽则位居第六。 李时珍在《本
草纲目》里这样描述：唯此豆芽白美独异，
食后清心养身，具有“解酒毒、热毒，利三
焦”之功。
豆芽并不是越大越好， 一寸左右长最
佳。这个时候是豆芽营养素最饱满的时候，
其微量元素的含量要超过其他的芽类蔬
菜。
特别是对于正在生长发育的孩子，早
春这个时候，蔬菜品种还不多，多补充些豆
芽，可以提供丰富的营养，尤其成倍增加的
叶酸、 核黄素等物质正是孩子成长所必需
的。而对于成年人，多吃些黄豆芽也可减少
体内酸性物质的堆积， 有助于消除身体疲
劳，喝豆浆会产生腹胀的人，也更适合吃黄
豆芽。
□尹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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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综合征”现象其实是现代
社会大多数人的一种正常心态，一般
在节后一周左右可恢复。 下面提供对
付“节后综合征”的六大招法。
心理放松，轻松上班
春节长假之后，要将节日期间还
没有处理完的事情，用最简捷的方式
尽快了结，不要拖拖拉拉，再让它们
牵扯自己的精力。 可写一张便笺式的
备忘录，将未尽事宜和上班后头几天
要办的事情罗列其上，这样可做到心
里踏实，一目了然。
深呼吸应对“上班恐惧”
上班族应尽快停止各种应酬，抓
紧时间自我调节，规律睡眠、饮食，从
生活内容到作息时间都做出相应的
调整， 静心思考上班后应该做的事，
使自己的心理调整到工作状态上。 一
旦出现紧张、忧虑、厌倦工作的不良
心态，也不要着急，白天工作时可以
喝点茶、咖啡提神，也可以每过几个
小时进行一次慢而深的呼吸，想象好
似随着吐故纳新， 紧张也离开了身
体；中午小憩一会儿，晚上争取早睡；
还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百优解、索
里昂等药物，改善情绪，消除对上班
的恐惧。
按摩、散步对付睡眠紊乱和疲劳
长假玩乐过度，甚至通宵喝酒打

牌等，打乱了人体正常的生物钟，造成
植物神经系统紊乱，结果“睡眠紊乱”
就会找上门， 可以通过休息或给身体
补充营养得到解除，要做到早睡早起，
起居有序，要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
长时间用脑， 大量消耗能量导致大脑
血液和氧供应不足， 削弱了脑细胞的
正常功能，集中表现为头昏脑胀、失眠
多梦等， 缓解的方式是让大脑放松休
息，可轻轻按摩头部、散步闲逛或做其
他小事分分心、 听听音乐等。 上班前
要好好洗个澡， 洗澡可消除体表代谢
的排泄物，使毛细血管扩张，有效消除
疲劳。
适当运动对付神经性厌食
过节往往出现一天不停 嘴的 现
象，吃多了，就容易撑着，引起神经性
厌食。 对患有神经性厌食的人， 可适
当吃一些健胃消食片或山楂片， 尽量
吃清淡一点的饭菜， 让塞满鱼肉的肠
胃也歇歇。 最佳的方法是参加一项自
己喜欢的运动，如轻快的步行、慢跑、
跳舞、 伸展等， 做一些使自己心跳加
快、出汗的运动，让自己的身心“动”起
来，胃口也会调整到正常状态上来。
想象放松对付旅途病
旅途病是指在旅行途中发生的急
性暂短精神病性障碍， 其临床表现主
要为意识障碍、片段狂想、幻觉或行为
紊乱， 回家后这些感觉可能重现。 如
果采用一个想象放松法， 会得到良好
的矫正。 即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闭上
眼睛， 想象自己坐在或躺在一个美丽
的地方，开始感到放松，整个身体感到
舒服，配上几次深呼吸，感到精力已注
入你的身体，人就会觉得神清气爽，症
状会逐步消失。 若使用精神科药物，
一般较小剂量即可有效。
□陆 荣

健康提示

表，尽量选择荞麦含量高的产品。 糖尿病
人最好选择荞麦速食面， 其颜色较深，有
光泽，像冷面一样，需要较长时间浸泡后
食用。苦荞食品现在较常见的有苦荞茶和
苦荞冲调粉，糖尿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
况选择。
薏仁米防癌。薏仁米中的薏仁脂被发
现有良好的控制癌细胞生长的功能，是理
想的防癌食品。薏仁米还有美白养颜的作
用， 因此是高档化妆品中常见的成分之
一。 薏仁米较硬，建议浸泡后煮粥食用。
小米护胃。 小米的营养比较均衡，其
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种类较多，含量也相
对较高。 小米最大的特点是容易消化吸
收，所以不会给胃带来很大负担，因此，有
小米护胃的说法。 小米不但可以用来煮
粥，还可以和大米一起煮成“二米饭”。
紫米、黑米护眼。 紫米和黑米等紫黑
色的杂粮一般都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
作用，能预防脂肪氧化和维护眼部血管健
康。紫米和黑米还含有较丰富的膳食纤维
和矿物质，但其质地较硬，吸水慢，因此在
烹调前需要长时间浸泡， 最好能达到 12
小时。 紫米和黑米用来煮粥，更有利于人
体消化吸收。
绿豆清热解毒。 从中医的角度讲，绿
豆性寒凉，因此具有清热解毒的功能。 从
营养学的角度分析，绿豆的保健作用来自
于其中的抗氧化成分，如类黄酮、单宁、皂
甙等，它们有清热解毒功效。 绿豆既可以
做汤、煮粥，也可以浸泡后加到大米中做
成绿豆米饭。
□王 燕

跳绳有益于健脑

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在
跳绳， 是否勾起了童年的回
忆呢？ 跳绳是一个简单的运
动，一个人可以完成，跳绳可
以活动大脑， 让脑细胞更有
活力。
人在跳绳时，以下肢弹跳
和后蹬动作为主， 手臂同时
摆动， 腰部则配合上下肢活
动而扭动， 腹部肌群收缩以
帮助提腿。 同时，跳绳时呼吸
加深，胸背、膈部所有与呼吸
有关的肌肉都参加了活动。
因此，在跳绳时，大脑处
于高度兴奋状态， 经常进行

这种锻炼，可增加脑神经细胞
的活力， 有利于提高思维能
力。
从中医针炙经络学来看，
跳绳对全身经络都有刺激作
用。跳绳时，手握绳头，不停地
作旋转运动，能刺激手掌与手
指的穴位， 从而疏通手部经
脉，使手、上肢部的六条经脉
气血畅流上输于脑。人体另外
六条经脉起止于脚部，跳绳能
促进四肢六条经脉的气血循
环。因此，跳绳可通经活络，从
而达到醒脑、健脑作用。
□杨道望

健康学堂

不宜坚持的三种健身方法

吃早餐的 5 大典型错误

五谷杂粮好养生

五谷养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之
一，我国经典中医著作《黄帝内经》中就
有“五谷为养”的说法。 如今，祖先们的智
慧得到了现代科学研究的证实， 科学地
食用五谷，确实对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燕麦降血脂。 燕麦最受推崇的保健
成分是 β 葡聚糖， 它是一种水溶性纤
维， 能给燕麦带来黏稠的口感。 研究表
明，燕麦中的 β 葡聚糖具有降低血液中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坏”胆固醇）的效
果， 同时又不会影响到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好”胆固醇）的水平。 因此，美国食
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欧洲许多国家的
相关机构都公布， 只要食物中含有足量
的 β 葡聚糖，就可以声称其具有“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或“降低胆固醇”等功能。
此外，燕麦的血糖指数较低，有助控制血
糖。 燕麦同时还具有预防便秘和肠癌的
功效。 需要提醒的是，燕麦中的 β 葡聚
糖只有溶解出来才能发挥作用， 并且越
黏的燕麦保健作用越强。 因此，建议燕麦
尽可能煮着吃。 比如燕麦米可以和大米
一起煮饭，也可以煮燕麦粥。 燕麦片最好
煮 3~5 分钟后食用，比冲泡的效果更好。
荞麦降血糖。 荞麦含有丰富的膳食
纤维和黄酮类物质， 特别是我国特产的
苦荞中，黄酮和芦丁的含量非常高。 而芦
丁是防治糖尿病、 控制餐后血糖上升药
物中的主要成分，因此，荞麦和苦荞特别
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现在的荞麦食品主
要是荞麦面条， 但很多荞麦挂面中的荞
麦含量很低（可能只有百分之几），因此，
糖尿病人在选择时需要认真看食品配料

养生新知

深呼吸
近年来， 经科学研究和临床观察
发现，高血压和冠心病患者，过度深呼
吸会诱发心脑血管收缩， 有致命的危
险，心肌梗塞、脑溢血和其他意外的发
生都直接或间接与深呼吸有关。
因此，专家建议，对已经发生动脉
硬化，尤其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的
患者，最好不要进行深呼吸锻炼。
退步走
退步走或退步跑可以刺激不经常
活动的肌肉， 改善人体的平衡力，因
此，不少老年人晨练时喜欢退步走。 由
于老年人的心血管储备能力减低，倒
退走或跑都会使心血管不堪重负。 同
时会使颈部转向，导致颈动脉受压迫、

管腔变窄、血流减少，造成脑部供血减
少、大脑缺氧，甚至可能在转颈时突然
晕倒。
对老年人来说， 偶尔一次退步走
不会有碍健康，但不宜经常进行。
喝盐水
生理学研究认为，睡眠中呼吸、排
汗等生理活动仍在进行， 并消耗许多
水分。 早晨起床时，血液呈浓缩状态，
喝盐水会加重高渗性脱水， 令人感到
口干。同时，清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
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升得更高，
对健康不利。
专家建议， 晨起喝白开水是最佳
的选择，不仅能补充丢失的水分，还能
有效地稀释血液。
□王亚楠

睡觉流口水或暗示疾病
你的身边是否有一些朋友晚上睡
觉会流口水。 明明已经不是年龄尚小
的孩子了，怎么睡觉时还会流口水呢？
这并不是什么耻于说出口的事， 但是
没有人愿意每天醒来都要去处理那湿
哒哒的枕头吧。 快来看看诱发睡觉流
口水的原因有哪些吧！
睡觉姿势不对
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可能是睡觉
姿势不当引起的，如趴在桌子上睡、侧
卧位睡觉等。这种情况下，只需要适当
调整睡觉姿势， 就可减少流口水情况
的发生。
口腔疾病
由于遗传因素和后天不良习惯，
如啃指甲、吐舌、咬铅笔头等，造成前
牙畸形，睡觉流口水。
口腔里的温度和湿度最适合细菌
的繁殖， 牙缝和牙面上的食物残渣或
糖类物质的积存，容易发生龋齿、牙周
病。这些不良因素有刺激，可造成睡觉
时流口水。 睡觉时流口水，有咸味，枕
巾呈淡黄色， 很可能是由于口腔卫生
不良。如果口腔内有溃疡，疼痛的刺激
会促进唾液分泌，诱发流口水。这时可
用药促进溃疡愈合， 流口水的情况会
自动消失。

兴奋过度
身体疲劳、 用脑过度或服用某些
药物后，可能会诱发神经紊乱，睡觉时
大脑会发出错误信号， 引起唾液分泌
增加，从而引起流口水。这种情况应从
调节生活、饮食习惯入手，避免暴饮暴
食或饥一顿饱一顿，注意休息。平时可
多吃一些薏米、莲子、山药、扁豆、胡萝
卜、香菇、大枣等。
脾胃失调
中医认为成年人流口水是脾胃功
能失调的一种表现， 这种情况常见于
脾胃运动功能减弱、水湿停留、脾胃湿
热或胃里存食下降、胃热上蒸，即所谓
的“胃不和则卧不安”。
面神经炎或中风
面部受凉、吹风或感冒后，突然出
现睡觉流口水的情况，一定要警觉。可
以对着镜子笑一笑， 如果发现有口角
歪斜的情况，或是存在眼睛闭不严、头
痛等症状， 可能是面神经炎或中风的
前兆，建议立即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
根据以上可能诱发睡觉流口水的
原因来判断自己属于哪一种吧， 对症
下药方可药到病除。 明天，一觉醒来，
枕头依然干爽。
□佳 佳

不吃早餐有害健康，已经为越
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对很多人来
说，早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对
早餐应该怎么吃， 不该怎么吃，仍
然知之甚少。 以讹传讹的常识，习
以为常的习惯，很容易让人在不知
不觉间走入误区。 赶紧来看看早餐
的 5 大典型错误，你有没有犯。
1.清早起床就吃早餐
不少习惯早起的人，在清早五
六点钟起床后就马上进食早餐，认
为这样能及时补充身体所需，也利
于身体吸收。 事实上，早餐吃得太
早不但对健康无益，还可能误伤肠
胃。 保健专家指出，人在夜间的睡
眠过程中，身体大部分器官都得到
了休息，但消化器官因为需要消化
吸收晚餐食物，通常到凌晨才真正
进入休息状态， 如果早餐吃得过
早，就会影响胃肠道的休息，长此
以往将有损胃肠功能。
健康贴士： 起床后宜先喝水，
补充睡眠时消耗的水分， 活动 20
至 30 分钟后，再吃早餐比较合适。
2.早餐吃得过于营养
很多人因为意 识 到早餐的 重
要性，因此在早餐食物的选择上尽
量丰富，大量摄入高蛋白、高热量、
高脂肪的食品，比如奶酪、汉堡、油
炸鸡翅、煎炸食品等。 但过于营养
的早餐只会加重肠胃负担，对身体
有害无益。 在清晨，人体的脾脏困
顿呆滞，饮食营养过量会超过胃肠
的消化能力， 食物不宜被消化吸
收，久而久之，会使消化功能下降，
导致胃肠疾病，并引起肥胖。
健康贴士：早餐应把握营养均
衡的原则，选择易消化吸收，纤维
质高、低脂低糖的食物为主，如粥、
牛奶、豆浆、面条、馄饨等，不宜进
食油腻、煎炸、干硬以及刺激性大
的食物，也不宜吃得过饱。
3.“纯牛奶”混淆“早餐奶”
牛奶是很多人 早餐的必 备 之
选，不少人在选择时经常把“纯牛
奶”和“早餐奶”混为一谈，但二者
其实是有区别的。 纯牛奶和早餐奶

虽然都有牛奶成分， 但配料和营养
成分都不同。纯牛奶就只是鲜牛奶，
而早餐奶的配料包括牛奶、 水、麦
精、花生、蛋粉、燕麦、稳定剂、铁强
化剂、锌强化剂等；早餐奶的蛋白质
含量一般为 2.3%以上，而纯牛奶的
蛋 白 质 含 量 通 常 在 2.9% ~3.1% 之
间。个人在进食时应注意区别选择，
并调整相应的食物搭配， 才更有利
健康。
健康贴士：相比而言，早餐奶的
营养均衡，更适于早餐饮用；纯牛奶
的碳水化合物比例相对较低， 进食
时最好能搭配一些淀粉类食物、坚
果类食品。
4.“牛奶加鸡蛋”代替主食
“牛奶加鸡蛋”是不少人早餐的
主要内容， 但这样的早餐搭配并不
科学。 早晨的人体急需靠含有丰富
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来重新补充能
量， 而牛奶和鸡蛋本身虽然富含高
蛋白，但它们提供的优质蛋白主要
是供给身体结构的， 不能给身体提
供足够的能量，人在进食后很快会
感到饥饿，对肠胃有一定的影响，并
会间接影响人的工作效率和学习效
率，对儿童的影响尤其大。
健康贴士： 早餐时主食一定不
能缺，在吃牛奶、鸡蛋的同时，应搭
配主食。
5.“油条加豆浆”作为早餐
相比 较 为 西化 的 “牛 奶加 鸡
蛋”，中国传统的“油条加豆浆”受到
更多人的喜爱，但“油条加豆浆”的
吃法同样不利健康。 油条在高温油
炸过程中，营养素被破坏，并产生致
癌物质，对人体健康不利，此外油条
跟其他煎炸食品一样都存在油脂偏
高、热量高的问题，早上进食不易消
化，再加上豆浆也属于中脂性食品，
这种早餐组合的油脂量明显超标，
不宜长期食用。
健康贴士： 早餐最好少吃豆浆
加油条，一星期不宜超过 2 次；进食
当天的午、晚餐应该尽量清淡，不要
再吃炸、煎、炒的食物，并注意多补
充蔬菜。
□黄 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