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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蒡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食用遥
不过袁肾功能不良尧尿毒患者袁因钾离
子代谢可能有问题袁不宜多吃遥

由于牛蒡有助平衡血液成碱性遥
血液成碱性的话袁人就不容易疲倦尧昏
昏欲睡袁自然精力旺盛袁头脑清明遥 现
代医学也发现牛蒡含有一种叫 野牛蒡
酚冶的化合物袁具抗癌效果遥

此外袁牛蒡的纤维质丰富遥既能促
进肠道蠕动袁帮助排便袁也能降低胆固
醇袁减少血糖快速上升遥 因此袁牛蒡对
于预防与减轻便秘尧高血压尧糖尿病等
文明病袁有很好的效果遥

根据日本方面的研究袁 牛蒡中的
野菊糖冶能够促进荷尔蒙分泌袁因此被
日本人当成野强精壮身冶的食品遥

姻商报记者 清涧

初夏，起居养生有讲究

食物疗法很重要
维生素 A是构成视觉细胞

内感光物质的成分袁也就是说我
们能看见东西袁绝离不开它的参
与袁 而且维生素 A缺乏本身也
会造成干眼症遥 维生素 A最好
的来源是各种动物肝脏尧鱼肝油
和蛋奶类食物袁 高维生素 A含
量的蔬菜主要是深色蔬菜 (如院
胡萝卜尧西兰花尧菠菜等)遥
为大家推荐菊花枸杞茶遥中

医认为菊花有野散风热尧平肝明
目冶之功效袁对用眼过度造成的
双眼干涩有很好的疗效浴

距离产生美
挺直腰板袁拉远距离遥 工作

时袁 至少要与电脑屏幕保持
60cm以上的距离袁 视线最好保
持向下约 30度袁 这样的姿势既
不会让颈部肌肉过度牵拉袁引起
肌肉酸痛袁还可以使眼球表面暴

露于空气中的面积减到最低袁泪
液蒸发的最慢遥

提醒自己要眨眼
眨眼是人体十分重要的一

种保护性神经反射动作袁 其目
的是让泪液在角膜尧 结膜上形
成一层均匀的水膜袁 以保持眼
睛湿润遥 暴露在空气中的泪膜
会很快蒸发掉袁 眼睛干涩的人
群本身泪液分泌就可能减少袁
所以更要勤眨眼睛遥别不相信袁
小小的一层泪膜可以很好的保
护眼睛遥

按摩热敷可以有
眼睛按摩或热敷的第一个

步骤就是洗净双手遥 脏乎乎的
手揉眼睛袁不生眼病才怪遥 眼睛
疲倦时可以做做眼保健操袁也可
以用搓热的双手掌心轻轻的放
在眼睛上袁反复 5-10 次袁这样
缓解眼疲劳的方法很有效袁不信

可以试试咯!
1小时就要 take a break
工作繁忙尧 爱玩游戏不要

紧袁但总要让眼睛喘口气吧遥 对
着屏幕 1 小时就要休息 5-10
分钟袁看看窗外的景色袁闭上眼
睛休息一会儿袁去趟洗手间或为
自己泡上一杯菊花枸杞茶都可
以让疲劳的眼睛休息一下遥有的
研究人员说袁 每 15分钟就要让
眼睛离开屏幕 30秒以上袁 这样
才会减小患眼疾的风险遥不管怎
样袁一定要让眼睛时不时休息一
下!
一般情况下袁人们出现眼睛

干涩的症状袁多是因为长时间的
用眼所致的袁因此袁在对眼睛干
涩的症状进行缓解的时候袁除了
要让眼睛进行适当的休息外袁还
可以采用文中所述的几种方法
来进行缓解遥

日常生活当中袁 有很多的人都不
注意自己的饮食袁 很容易造成身体免
疫能力下降袁平时大家需要注意避免
疲劳出现袁应该全面的进行调理身体袁
而且要注意保健袁那么袁导致经常疲劳
的坏习惯都有哪些钥 噎噎

没有喝足够的水

即使是轻微程度的脱水 渊只缺少
2%的正常体液冤 也会影响能量水平遥
脱水会造成血液更黏稠袁 降低了心脏
向各个组织器官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
的效率遥

铁元素摄入不足

缺铁会影响氧气向肌肉和细胞的
流动袁导致迟钝尧易怒尧身体虚弱和无
法集中注意力遥

早饭吃得不健康

早饭吃得好才能激发新陈代谢袁
使人一整天有足够的能量袁 不吃早饭
则会让人感觉慵懒遥

喜欢吃垃圾食品

这会引起血糖水平骤升骤降袁从
而导致疲劳遥

临睡前小酌一杯

酒精会降低血糖含量袁 抑制中枢
神经系统袁产生镇静效应袁最终扰乱睡
眠遥 这是因为酒精在代谢过程中会造
成肾上腺分泌紊乱袁 让饮酒者在夜间
很容易醒来遥

躺在床上玩手机

平板电脑尧 智能手机等的显示屏
所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袁
扰乱人体自然的生理节奏袁 从而造成
疲劳遥

周末熬夜睡懒觉

这会导致周日晚上难以入睡和周
一早上起不来遥

让你的眼睛亮起来

身体经常疲劳
都是它惹的祸

专家指出袁夏季皮炎容易反复发作袁
要防患于未然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做起院

一尧不宜穿不透气的衣裤袁最好穿着
棉麻或真丝等全天然的衣裤遥

二尧 可经常用温而偏凉的水清洗患
处袁切忌为了止痒而用热水烫洗患处遥

三尧夏天要多喝水袁而不宜多喝含糖
饮料袁 多喝水可以稀释汗液里化学成分
的浓度遥

四尧 高温天气下尽量多待在阴凉通
风的地方袁避免频繁外出遥外出时无论阴
天和晴天最好使用黑色遮阳伞遮光袁因
为黑色能吸收各种波长的紫外线袁 以阻
挡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遥

五尧 很多食物和植物也可防治夏季
皮炎袁如薏苡仁汤尧绿豆汤尧大麦茶尧菊花
茶尧金银花露等遥 也可用鲜藿香尧鲜佩兰
煎汤代茶遥
六尧 潮湿闷热的季节可以启用空调

除湿袁以免身体出汗过多遥

牛蒡是好东西

立夏节气的到来预示夏季
的开始袁 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
了袁 人在起居养生方面又有哪
些讲究呢钥

立夏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7个节气袁更是阳历辰月的结束
以及巳月的起始曰 时间点在公
历 5月 5-6 日之间袁 太阳到达
黄经 45度时遥 立夏表示即将告
别春天袁是夏天的开始遥 人们习
惯上都把立夏当作是温度明显
升高袁炎暑将临袁雷雨增多袁农
作物进入旺季生长的一个重要
节气遥 那么人呢袁在起居养生方
面袁有着怎样的讲究钥

健康提示

长时间的使用眼睛袁难免
会让眼睛出现一定的疲劳感袁
而眼睛干涩袁就是最常见的一
种表现袁通常来讲袁当人们发
现自己的眼睛有干涩的症状
出现时袁其就要及时的进行调
理袁以免加重相应的症状遥

养生秘方

健康小参考

夜卧早起

叶黄帝内经曳曰院野夏三月袁此谓
蕃秀袁天地气交袁万物华实袁夜卧早
起袁无厌于日遥 冶立夏以后气候变化
比较显著袁应晚睡早起袁以顺应阴阳
变化遥此时的早起并非指野起得比鸡
还早冶袁7点起床就可以曰 晚睡也并
非指熬夜到凌晨袁古代的晚睡在 23
点左右遥 同时袁 立夏后人们应养成
午睡的习惯遥午睡时间因人而异袁一
般以半小时到 1小时为宜袁 时间过
长反而会让人感觉没有精神遥

寡欲养阳

中医认为袁 四季五行和人体的
五脏都是相对应的遥立夏以后袁天气
转热袁人的心神易受到扰动袁出现心
神不宁遥 因此袁值此时节袁人们要格
外重视精神的调养袁 加强对心脏的
保养袁 尤其是老年人不可有过激情
绪袁应该保持愉悦心情袁安闲自乐袁
切忌暴喜伤心遥

所谓野夏季养阳袁冬季养阴冶袁下
面介绍几个养阳小妙招院 一是食必
温暖袁 即是说要适当吃一些补气暖
身的食物袁特别是对女性而言袁寒凉
食物吃太多极伤身曰二是夜护丹田袁
即是晚上睡觉时即使是吹风扇或空
调袁也一定记得拿一床薄被捂肚子遥
因为人体腹部是气血运行的重要场
所遥 人在睡眠时袁进入安静的状态袁

气血运行较为缓慢袁寒邪易于入侵袁
因此睡眠时一定要让腹部温暖遥曰三
是适当运动以助阳遥夏季属火袁气候
炎热袁是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袁也是
人体阳气最盛尧 新陈代谢旺盛的时
期袁人体阳气外发袁伏阴在内袁根据
中医野顺应天然冶的养生原则袁此时
适量出汗可使体内的阳气得到宣
泄遥

戒生冷

立夏之后气温正高袁 很多人吃
大量冷冻瓜果尧冰淇淋等袁虽能享一
时的凉爽袁 却不知道这样不仅脾胃
受损袁心脏也跟着受累遥夏季贪凉易
致体内寒湿加重尧脸上生暗疮遥有的
人脸色总是苍白或青淤袁 就是因为
体温偏低造成气血停滞尧流通不畅袁
传统医学称之为野寒湿冶重遥 脸上长
痘和斑袁是脾胃阳气不足袁不能迅速
代谢体内垃圾袁 造成不良垃圾存于
体内袁 并且随着经脉巡行到面部而
生遥腰酸背痛尧手脚冰凉尧经常痛经尧
白带异常袁 也多半是体内阳气匮乏
所致遥

勿当风

立夏节气袁人们常常衣单被薄袁
即使体健之人也要谨防外感遥 特别

是有些年轻人每次运动回来就急忙
背对着空调或风扇袁美其名野给身体
降温冶袁殊不知此时寒邪之风恰恰通
过风池穴等穴位进入身体内部遥 夏
季袁 最好不用或适度使用空调和风
扇遥 人体最适宜的空调温度应该在
24益至 27益袁 夜间空调不应低于
24益遥如果空调开得过大袁室内温度
过低袁易患冶空调病冶袁出现感冒尧咳
嗽尧发烧尧精神不振等症状遥 因此办
公一族最好常备一件长袖衣袁 随外
界环境随时增减衣服遥

初夏养生误区

1尧多喝啤酒不能解暑

暑热天袁喝啤酒的确有一种凉爽
的感觉遥 但是袁多喝会使人感到口干
咽燥尧 全身发热遥 因为啤酒含有酒
精袁如一次喝得过多袁进入人体的酒
精含量就会过高遥 如果不断地喝啤
酒袁由酒精造成的野热乎乎冶的感觉就
会持续不断袁口渴尧出汗症状会加重遥

2尧晨练并非越早越好

许多人都认为夏季晨练越早越
好遥其实袁在天亮之前或天朦朦亮的
时候袁空气并不清新袁不利于健身遥
据专家研究袁夏季早晨 6时前袁空气

中的污染物最不易扩散袁 是污染的
高峰期遥 此外袁日出前袁由于没有光
合作用袁 绿色植物周围并没有多少
新鲜氧气遥太早晨练易患感冒袁引发
关节疼痛尧胃痛等病症遥故夏季晨练
的时间不宜早于 6时遥

3尧空调不一定保持恒温

许多人在夏季使用空调时袁习
惯将温度定在某一个值上遥其实袁不
断调节居室温度袁 可以使人的生理
体温调节机制经常处于 野紧张状
态冶袁从而提高人的适应能力和自我
保护能力袁 不致于经常患感冒或其
他居室病症遥当然袁刚开始利用空调
进行调节时袁 温度变化幅度应控制
在 3摄氏度至 5摄氏度之间曰 半个
月后袁 幅度可逐渐提高到 6摄氏度
至 10摄氏度遥温度变化也不要太突
然袁 每次调节以 1摄氏度至 2摄氏
度为宜遥

4尧太阳镜颜色太深未必好

许多人都认为太阳镜颜色越深
越能保护眼睛袁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遥
如果镜片颜色过深袁 会严重影响能
见度袁造成眼睛损伤遥 专家建议袁最
好选用能穿过 15豫至 30豫可见光线
的太阳镜镜片袁以灰色尧绿色为佳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