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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冬天如何保暖养生
姻 商报记者 清涧

不迷恋小短裙

保温袁 在中医看来是女人养生
的重中之重遥因为女人是靠血养的袁
只有血行畅通尧充盈袁身体和容颜才
会有营养供应遥 而血有野得热则行袁
遇寒则凝冶的特性袁所以当身体受到
外界寒气的侵袭袁 就必然会阻碍了
气血的运行遥这时袁就算花大钱买高
级的保养品或者补血中药袁 这些营
养也只会积聚在体内袁 无法达到用
武之地遥因此袁对女人来说保温是首
要任务遥
所谓保温袁无非就是多穿衣服袁

不要爱露遥 但偏偏很多年轻的女孩
子不爱听袁平时爱穿野露脐装冶尧野露
背装冶袁 甚至大冷天还穿迷你裙袁旁
边的人看着都觉得冷遥请大家记住袁
寒是女人诸多疾病的诱因和症结袁
特别是腰以下的部位袁一旦受凉袁后
患无穷遥

告别冷饮冷食

在中医养生传统中袁 女性体质
属阴袁不可以贪凉遥 吃了过多寒凉尧

生冷的食物后袁 这些食物进入体内
会消耗阳气袁导致寒邪内生袁侵害子
宫遥 正如在冬天我们会喝点热汤吃
点热食袁 吃过以后身体多少会有点
回暖遥而如果我们吃冷食喝冷饮袁身
体也会明显觉得冷遥所以袁女人要尽
量吃有温度的食物袁 尽量少吃冰激
凌尧生冷的食物遥
有些女生为了减肥袁 天天不吃

饭袁只吃水果尧蔬菜等袁还以为这样
既健康又野排毒冶遥 其实很多瓜果也
是寒性的袁 平时我们按照食物金字
塔来进食的话袁 瓜果中的寒性能跟
其他食物抵消袁 所以不会对身体有
害遥但如果作为主食袁甚至完全不吃
其他东西袁 那瓜果的寒邪就会消耗
掉我们自身的阳气了遥

多做运动

建议你一早起来做做运动袁快
走是最佳选择遥 慢跑尧 快步走尧跳
绳尧跳迪斯科尧打太极拳等袁都会让

全身各个部位活动起来袁促进血液
循环袁但不可运动过度袁高强度的
运动袁大量的出汗袁会野发泄阳气冶袁
起到相反的作用遥 用比走路快尧比
跑步慢的速度遥

保暖泡脚

泡脚是最有效的方法遥 在较深
的盆中加入 40度左右的热水袁让水
漫过脚踝遥 浸泡 20分钟左右袁就会
感觉到全身发热袁 这说明血液循环
畅通后身体开始发热遥 如果在泡脚
的同时再揉搓双脚袁效果会更好遥

纯棉袜子不仅柔软舒适袁 还可
吸收脚汗袁 让双脚整天都能保持干
爽舒适袁并能抵御外界的寒冷遥

坚持按摩穴位

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经常揉搓
手脚心袁以改善末端血管的微循环
状况袁 并具有手脚温暖的效果袁或

按摩穴位袁也可以改善手脚冰凉的
症状遥
揉搓涌泉穴院 涌泉穴位于脚心

部袁用手掌快速揉搓袁直到有热感为
佳袁每天早晚揉搓涌泉穴 100下袁接
着揉搓各脚趾 100下遥中医学认为袁
人体诸多经脉都汇集于足底袁 与全
身各脏腑尧 组织尧 器官都有密切关
系遥尤其是刺激涌泉穴袁有益于补肾
壮阳尧强筋壮骨遥坚持揉搓此穴会促
使手脚冰凉症状减轻遥

揉搓劳宫穴院 劳宫穴位于手心
部遥一手握拳袁揉搓另一只手的手心
部袁直到感到手心微热袁再换另一只
手袁交替进行遥
按揉气冲穴院 气冲穴位于大腿

根里侧袁此穴下边有一根动脉遥先按
揉气冲穴袁后按揉动脉袁一松一按袁
交替进行袁 一直按揉到腿脚有热气
下流的感觉为佳遥
按揉尧拍打肾俞穴院肾俞穴位于

两边腰眼袁 轻轻用力袁 两边各拍打
100余次遥

天气一冷袁 有些女性
会感觉全身发冷袁 手脚尤
其冰凉的受不了袁 这种情
况袁 就是中医所说的 野阳
虚冶袁也就是一般所俗称的
野冷底冶或是野寒底冶遥 手
脚冰冷和心脏血管有很大
的关系遥 现在商报记者汇
集相关资料袁 给女性朋友
提供一点参考遥

冬季养生
六大误区

冬季饮食应遵循野秋冬养阴冶尧野养肾
防寒冶尧野无扰乎阳冶的原则袁饮食以滋阴
潜阳尧增加热量为主遥那么冬季养肾吃什
么好钥

养肾为先

寒气内应肾遥 肾是人体生命的原动
力袁是人体的野先天之本冶遥 冬季袁饮食上
就要时刻关注肾的调养袁 注意热量的补
充袁要多吃些动物性食品和豆类袁补充维
生素和无机盐遥 狗肉尧羊肉尧鹅肉尧鸭肉尧
大豆尧核桃尧栗子尧木耳尧芝麻尧红薯尧萝卜
等均是冬季适宜食物遥

温食忌硬

黏硬尧生冷的食物多属阴袁冬季吃这
类食物易损伤脾胃遥 而食物过热易损伤
食道袁进入肠胃后袁又容易引起体内积热
而致病;食物过寒袁容易刺激脾胃血管袁
使血流不畅袁 而血量减少将严重地影响
其他脏腑的血液循环袁有损人体健康袁因
此袁冬季饮食宜温热松软遥

增苦少咸

在冬天里袁要少食用咸味食品袁以防
肾水过旺曰 多吃些苦味食物袁 以补益心
脏袁增强肾脏功能袁常用食物如院槟榔尧橘
子尧猪肝尧羊肝尧大头菜尧莴苣尧醋尧茶等遥

冬季养肾的饮食

养生之道

健康提示 在寒冷中运动

冬季养生袁一些人也会进入养生
误区袁现在来看看这些误区是什么遥

戴口罩防感冒

寒冬时节袁有些人外出常常戴着
口罩袁以为这样可以防寒防感冒遥 其
实这样并不科学袁因为人的鼻腔及整
个呼吸道均覆盖有许多黏膜袁黏膜下
又有微血管遥 当鼻子吸进冷空气袁经
过弯弯曲曲的管道袁 进入肺部时袁已
接近体温遥
人体的这种生理功能能通过锻炼

得到增强袁从而提高耐寒能力遥 要是整
天戴口罩袁 鼻腔及整个呼吸道的黏膜
得不到锻炼袁稍微受寒就更容易感冒遥

皮肤瘙痒用手抓

天冷时袁因空气干燥和洗浴次数
少等原因袁 人们常常感到浑身发痒遥
此时袁切不可用手抓搔袁否则易抓破
皮肤引起继发感染遥

一般防治皮肤瘙痒的方法是多
饮水袁多吃些新鲜蔬菜尧水果袁少吃酸
辣等刺激性强的食物袁 少饮烈性酒袁
还要勤洗澡袁勤换内衣遥 瘙痒严重者
可在医生指导下袁服用扑尔敏尧非那
根等药物袁也可涂些炉甘石洗剂或涂
搽祛痒软膏治疗遥

舔嘴唇可保湿

寒冷时空气干燥袁人的嘴唇容易
出现干裂袁引起不舒适尧疼痛和出血遥
不少人喜欢用舌头舔嘴唇袁以为这样
可以湿润和舒服一些袁但结果却适得
其反遥 因为唾液是由唾液腺分泌的袁
里面含有淀粉酶等物质袁 比较黏稠袁
舔在嘴唇上袁 就好像抹了一层浆糊遥
水分蒸发完了袁嘴唇会更干燥袁更容
易起皮遥 如果嘴唇干燥不舒服袁可以
适当涂些不含色素及香味的润唇膏遥

穿衣越多越暖和

寒冷时节袁穿得越多越暖和遥 这
种观点是片面的袁因为衣服的保暖程
度与衣服内空气层的厚度有关系袁当
一件一件衣服穿上后袁空气层厚度随
之增加袁保暖性也就随之增大遥 但当
空气层总厚度超过 15毫米时袁衣服内
空气对流明显加大袁 保暖性反而下
降遥 从生理角度说袁人如果穿衣过多
过厚袁会因热量大袁致使皮肤血管扩
张袁从而增加了散热袁反而降低了机
体对外界温度变化的适应能力遥

受冻后先暖手脚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袁从寒风
呼啸的室外进入室内袁当时最想做的
是将冻僵的手脚放到取暖器边烤遥 这
样做虽然暂时感到舒服袁但这一变化
过程对手脚非常不利要日后很容易
生冻疮遥 正确的方法是袁在距取暖器
不远的地方袁 将裸露的手脚互相摩
擦袁使手脚的温度自然回升袁待皮肤
表面变红时袁再移到取暖器旁或放入
热水中取暖遥

蒙头睡觉最舒服

蒙头睡的时候袁 除了因氧气不足
而造成呼吸困难尧头昏脑涨外袁从嘴里
呼出的大量水汽也使被窝内的湿度急
剧加大袁全身肌肤都会变得不舒服遥

专家研究发现袁最舒适的被窝要
求有每秒 0.2米的野微气流冶遥 一般来
说袁 只要睡眠时被子没有裹成 野筒
状冶袁被子与身体间有一定的空间袁并
且在肩以下垫被与盖被间留 1耀2 处
小小的缝隙袁基本上就能达到令人体
舒适的野微气流冶标准遥 (兰晨)

冬季运动很有必要

冬天运动是很有道理的袁
冬天里运动自身消耗大袁 出汗
少袁 运动者能更加适应出汗过
程袁 增加运动强度遥 冬天气温
低袁 空气相对洁净袁 呼吸道舒
适袁更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遥 更
能自然地加大运动量袁 加速热
量的消耗遥

冬季运动锻炼袁 应注意保
暖防冻遥 晨起室外气温低袁宜多
穿衣袁待做好预备活动袁身体暖
和袁 再脱去厚重的衣裤进行锻
炼遥 锻炼完以后则要及时穿好
衣裤袁 注意保温袁 尤其是冬泳
后袁宜立即用柔软尧干燥的浴巾
迅速擦干全身袁擦红皮肤袁穿衣
保暖袁避免寒邪入侵遥

健身应选有氧运动

冬季运动要选择动作幅度

较小尧 热量消耗较大的有氧运
动遥 这是因为冬季气候寒冷袁爆
发性的无氧运动容易引起身体
不适遥

年轻人可以选择跑步等高
强度的有氧运动袁这样可消耗更
多热量袁锻炼的时间应该比春夏
季多出 10耀15分钟遥
中年人可选择快走尧 慢跑尧

爬楼梯等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遥
中年人身体状况一般都处于下
降趋势袁不要因为忙于工作就放
弃健身袁否则冬天就是一个野藏
病冶的季节遥

冬季运动不宜过早

冬季锻炼最好不要过早袁健
康专家建议袁冬季晨练适宜在日
出后进行遥 而一天中的最佳健
身时机则在 14时至 19时之间袁
此时袁人体自身温度较高袁体力
较充沛袁容易进入运动状态袁不

易损伤袁对健康大有裨益遥
在冬天袁很多人往往由于缺

乏激情而坚持不下来袁这多是因
为缺乏日照导致的情绪紊乱的
原因遥 因此袁健身者尽量多参加
户外运动袁尤其是在阳光充足的
时候遥

运动前热身很重要

在室外锻炼袁首先要做好充分
热身袁冬季寒冷袁血管收缩袁血液
循环不畅袁 肌肉和韧带也较紧袁
可通过慢跑尧徒手操和轻器械的
少量练习袁使身体发热微微出汗
后袁 再进行较大强度的运动遥
同时袁热身时间应延长袁最好控
制在 15~25分钟遥另外锻炼间隙
要适当缩短袁尽量避免长时间处
于冷空气中遥 如果间隙过久袁体
温下降袁易使肌肉从兴奋状态疲
惫下来袁粘滞性增大袁再进行下
组练习时容易受伤遥

冬天天气寒冷袁人们胃口大增袁大多数人为了保暖反而减
少了运动袁这使得冬天身材更加肥胖遥专家说冬天运动袁应该选
择动作幅度较小尧热量消耗较大的有氧运动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