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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
开药方。”那么，夏天为什么要吃姜？到底
有哪些好处？本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
医院谢连娣医生为大家讲讲关于夏天吃姜
的那些事儿。

夏天为什么要吃姜？
首先，夏三月属火，炎热的夏天，人体

的阳气也顺应自然界，升浮发散于体表，而
体内阳气则相对虚弱。正如古人所说：“五
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此处所指的
五月是农历五月。应对体内阳气虚弱，夏
季的饮食应当减少苦味，适当选择一些辛
味的食物，如：生姜、茴香、葱白等来平衡脏
腑阴阳。

其次，夏天室外气温高，人体毛孔处于
张开状态，如果突然进入室内空调房，或者
用凉水冲凉，或者贪图凉快，将室内空调温
度调至很低，这样各种外邪都会乘机侵
入。有的可能当时发病，有的则潜伏下来，
到秋冬再发作。所以此时不妨吃点姜，不
仅可以预防感冒，还不给秋冬留下病根。

另外，夏天人们喜食冷食，胃内易积
寒，姜为热物，食之可祛寒气，也就少得胃
胀腹泻之病。

生姜的功效和作用
《本草纲目》以及《千金方》，对姜药理

效用的描述大体相同。姜味辛、气微温、无
毒。生姜具有发汗解表、温中止呕、温肺止
咳、解鱼蟹毒、解药毒的作用。适用于外感
风寒、痰饮、咳嗽、胃寒、呕吐等症。

现代药理研究认为，姜中含有挥发油、

姜辣素等成分，能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兴奋
神经系统，有助于祛风散寒，并能加强胃肠
道的消化功能。

两类人要少吃姜
既然姜有这么多好处，是不是人人都

适合呢？当然不是。以下两类人即使是在
夏天也不适合多吃姜。

阴虚体质的人，阴虚就是燥热体质，表
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爱喝水，经常口
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心烦易怒、睡眠
差，姜性温，阴虚的人吃姜会加重阴虚。

内热较重者，如有肺热燥咳、胃热呕
吐、痔疮出血、痛疮溃烂等疾病的人，都不
宜吃姜。

（来源：人民网）

半夜常醒、拧不开瓶盖 这些迹
象说明身体在变老

衰老是不可避免的生理现象，
但有些人的衰老速度比其他人快。
如果身体出现了以下几个迹象，就
需要注意调整身体状态了。

1. 全身毛发脱落。不只是脱
发、白发，如果胳膊、腿或身体其他
部位的毛发逐渐变得稀疏，就证明
老化速度快。

2.皮肤上经常出现淤青。衰老
一个常被忽视的迹象是皮肤淤青更

多，而且恢复速度比以前慢。这是
由于小血管周围的支撑结构受到慢
性损伤造成的，即使轻微外伤也会
导致它们破裂。

3.面部看起来凹陷或憔悴。面部
骨骼流失会形成典型的“老年人”面
相，即脸颊凹陷、嘴唇薄、太阳穴突
出。吸烟、营养不良、心血管健康状况
差或体重减轻过多会造成这种面相。

4.比同龄人皱纹多。虽然基因
有一定影响，但皱纹多少很大程度
由生活方式决定。与食用饱和脂

肪、加工和含糖食品相比，常吃新鲜
果蔬的人皮肤更健康，皱纹更少。
吸烟、饮酒和阳光照射也会加速皮
肤衰老。

5.润肤乳比以前用量大。老化
使皮肤保存水分的能力下降，就算
刚刚擦了润肤乳，一会儿皮肤又变
干了。

6.不愿意和朋友外出。身体健
康状况下降的人容易心情不好甚至
患上抑郁症，不像原来那样积极参
加社会活动。

7.原来能拧开的瓶盖却拧不动
了。握力下降与丧失生活自理能
力、早亡风险提高相关。加拿大麦
克马斯特大学研究显示，比起握力
大且稳定的同龄人相比，握力下降
者的全因死亡风险要高16%。

8. 原来的裤子穿起来腰紧腿
松。腹部脂肪堆积是衰老的常见迹
象；衰老还造成肌肉和骨骼流失，导
致大腿肌肉减少、身高下降，原来合
身的裤子腰围变小、腿围变宽松。

9.后半夜经常醒来。失眠或睡
眠质量低是身体快速老化的迹象，
这通常是由于皮质醇含量高造成
的。随着年龄增长，皮质醇含量上
升不可避免，但老得快的人皮质醇
含量上升速度过快，这通常是压力
大造成的。这种激素还会造成体重
增加，免疫系统功能下降，诱发许多
慢性疾病。

10.走路慢。和同龄人一起散步
时，你是否经常被甩在后面？一个人
正常的行走速度是表明生理年龄的
准确因素。步行速度是腿部肌肉强
弱的指标。另外，上楼梯感到越来越
费劲也表明肌肉和骨骼流失多。

护好“五力”人不老
1.好脑力，身体状况的体现
好脑力是思维、认知、心理、神

经系统，以及内分泌功能健康的综
合体现。北京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
原所长高芳堃说，各年龄段老年人
脑力水平的评价标准略有不同。比
如，刚过 60岁的人只要没有严重的
脑血管、神经或其他相关疾病，大部
分脑功能都与中年时相仿；进入 80
岁，老人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思
维敏捷性、注意力、学习能力等就会
出现较明显的衰退，这是身体衰老
导致的正常表现。

对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来
说，只要能有良好的社会参与能力，

良好的与人沟通能力，基本就可被
看作是“好脑力”。反之，当记忆力
下降问题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就必
须引起注意。其主要信号包括：开
始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在熟悉的地
方迷路；听不懂简单的指示；对时
间、地点、人物等关键信息产生混乱
认知等。若是频繁丢东西，总是忘
掉重要的事，甚至出现表达障碍，可
能意味着已经患上轻度认知障碍，
更要尽早就医。

2.好体力，日常活动的支柱
进入老年后，身体的肌肉量会

以每年 0.5%~1%的速度减少，肌肉
力量由此减退。这些变化可直接导
致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障碍，比如跌
倒风险增加，可行走距离变短，甚至
无法从椅子上站起等。

对抗上述负面影响的主要方式
是平衡饮食和合理锻炼，特别是后者
作用显著。为此，世界卫生组织专门
出台指南，指导 65岁以上人群科学
锻炼，主要涉及有氧、力量、平衡、柔
韧训练。指南建议，每周要做5次中
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次30分钟；或
每周3次高等强度的运动，每次20分
钟；力量训练最好每两周做一次。平
衡和柔韧训练没有固定的频率要
求。要强调的是，开始锻炼的时间永
远不嫌晚，也永远不嫌少。研究证
实，即使是每天锻炼10分钟，也能提
供30%~50%的健康获益。

3.吸收力，营养摄取的保障
由于器官老化，老年人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消化吸收功能下降。而
牙齿脱落、吞咽困难等，还将进一步
影响到老年人的营养摄入。

延缓消化吸收力衰退的措施涉
及饮食、运动、口腔卫生等多个方
面。比如，饮食上要讲究养胃、养
肝，吃东西需清淡，不能太咸、太硬、
太辣、太油、太酸、太冷，最好戒酒；

每日三餐按时吃，同时在两餐间增
加蔬果摄入作为补充，尽量少量多
餐；保证喝足量的温白开水，利于润
肠，促进肠道吸收，不饮浓茶。运动
的作用是尽可能提高基础代谢率，
进而提高消化吸收能力。口腔疾病
会影响到食物摄入，建议至少保证
每天刷牙两次；坚持喝奶补钙，有助
固齿；每年洗牙，有了牙病尽早就
医，该补该镶别拖着。

4.免疫力，阻隔外界的屏障
免疫力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

低，但好消息是，相比其他机能，免疫
力下降得没那么快。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的免疫力在任何年龄段都可以
保持其基本功能，阻止外来侵犯。

多运动，坚持中等强度的运动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免疫力。还要
想方设法排解压力，因为压力会减慢
免疫系统的反应速度。另外，不要忘
记每年按时注射流感等疫苗。

5.行动力，积极心态的反映
行动力是一个人积极进取态度

的重要体现，属于心理健康的一部
分，对身体健康有促进作用。对老
年人来说，良好的行动力是指不因
年老而瞻前顾后，主动努力实现目
标的行为。目标可以是学习新技
能，或完成一个过去没时间实现的
梦想等。

过大的压力不利于心理健康，
但适当的压力则是提高行动力的有
效方法。德国老人行为研究学者乌
苏拉·施陶丁格认为，毫无压力会让
老人有更多不愉快；相反，那些退休
后还有追求的老人，特别是从事脑
力工作的老人，家中更少出现摩擦，
精神状态也更好。从某种程度上
说，良好的行动力意味着良好的心
理状态。想到，就努力去做到，这才
是积极的生活。

（来源：人民网）

半夜常醒说明身体变老，护好“五力”人不老

炎炎夏日，热闷难耐，很多家庭会
使用空调降温。然而，小朋友的免疫力
相对成人来说较低，体温调节较慢，很
容易感冒或肠胃不适。那么，父母应该
如何处理呢？

感冒，医学上称为急性上呼吸道感
染，会表现出食欲不佳、呕吐、打喷嚏、
流鼻涕、发烧、咳嗽等症状。感冒发生
的诱因很多，父母可以从重视以下几点
开始，帮助孩子做好预防。

首先，依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
物。夏季室内外有一定的温度差，如果
长期待在商场、超市等冷气开放的地
方，要穿上一定的衣物，到了室外再
脱。另外，孩子活泼好动，大汗淋漓后
不要直吹风扇、空调，要擦干孩子身上
的汗水，及时更换被浸湿的衣服。

其次，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开空调
时，室内温度最好在26~28℃左右，室内
外温差不要超过 10℃以上。若内外温
差大、忽冷忽热，孩子体温调节难以适
应也会引起感冒。同时，要保证室内外
空气新鲜流通。

再次，培养良好生活习惯。孩子
自身防御能力较弱，容易被感染，平
时要引导孩子积极锻炼身体、增强体
质。此外，要注意饮食，多喝水，多吃
蔬菜瓜果，避免因为天热胃口差造成

营养物质摄入不足，最终导致免疫力
下降。

如果孩子出现感冒症状，家长不要
惊慌。起初只出现胃口不佳、打喷嚏、
流鼻涕，可仔细观察，注意饮食调节、室
内空气流通，尽量不去公共场所，以防
引起病毒感染。如果孩子出现体温波
动并伴有咳嗽，家长无法判断是病毒性
感染还是细菌性感染时，要及时到医院
就诊，需求医生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强行给孩子进
补，否则会造成呕吐、反胃等，甚至加重
病情。如果体温低于 38.5℃，可利用物
理降温法退烧。同时，观察孩子的意识
状态、面色、呼吸等变化，如果出现面色
苍白、烦躁、呕吐、呼吸急促、嗜睡等情
况时，应立即去医院就诊。

怎样进行物理降温呢？可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1.适当减少衣物。发烧时不要穿
过多衣物，但也不要给孩子光着身子，
因为此时皮肤跟空气接触会有不舒适
感，最好给孩子穿棉质衣服。同时，保
证空气流通，可打开空调适当降低室
温，能起到散热的效果，但要避免凉风
直吹孩子。

2.用冰袋降温或冷湿敷。如果孩子
体温达到39~40℃，可将冰袋置于其头下

或者前额，使用时注意避开孩子耳垂等
薄弱部位，以免冻伤。冷湿敷是小儿发
热时比较常用的物理降温方法，可将数
块小毛巾浸入20℃左右的水中，取出拧
至半干，敷于额前、腋下、颈部和腹股沟
位置，每隔 3~5分钟换一次毛巾。如果
冷敷时孩子出现寒战、鸡皮疙瘩、哭闹等
情况应停止。

3.温水擦浴。 水温不能过高或太
低，最好控制在 32～34℃范围。温水
擦浴时，要避免擦拭胸前、腹部、后颈、
足心等对冷刺激比较敏感的部位。对
于腋窝、肘窝、腘窝和腹股沟，可适当
延长擦拭时间，擦浴时间一般不超过
30分钟。

（来源：人民网）

人们对喝水的关注超过了任何食品：有
说法称“硬水导致肾结石”，还有观点认为“纯
净水没有矿物质有害健康”……水的硬度、矿
物质与健康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水的硬度由其中的钙和镁含量决定。常
用的硬度指标是每升水中含有相当于多少毫
克氧化钙的钙和镁。比如自来水的国家标准
是总硬度不超过450毫克，如果全部来自钙，
大致相当于一升中含有180毫克钙。长期喝
这样的水，额外摄入的钙镁对健康有什么影
响？

钙和镁都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很多
人的饮食中都达不到推荐摄入量。也就是
说，把水中的钙镁考虑进去，其实有助于满足
人体需求。摄入钙太多的确会带来健康风
险，肾结石是其中之一。但这个“太多”并不
容易达到——通常的建议是，每天不超过
2500毫克钙，就可以认为是安全的。对于奶
制品消费并不算普遍的中国人来说，每天达
到 1000 毫克的“钙推荐摄入量”都有困难。
在这个基础上，哪怕是每天喝两升达到“最高
允许硬度”的水，额外摄入的钙也不超过 360
毫克，距离“钙超标”还有相当距离。

除了钙和镁，水中还会有其他矿物质。
既然矿物质是人体需要的，那么去除了矿物
质的“纯净水”或者“软水”，是不是就不利健
康了呢？我们需要注意，人体的营养成分来
自于吃喝的所有饮食，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

部分。即使是“硬度很高”的水，每升中的钙也就是两三
百毫克。水烧开之后，这些钙镁离子还会有相当部分变
成“水垢”，水中的含量就更低了。有研究者在以色列等
地做过实地调查，居民从饮用硬度较高的自来水转为饮
用几乎不含矿物质的净化水之后，居民血液中钙镁含量
的变化微乎其微。

还有说法称，纯净水因为不含微量元素，所以“会把
体内的微量元素都溶解排出”。这其实是一个想当然的
推断，人体内的微量元素分布在各自的器官和组织中，纯
净水经过吸收进入血液，也就不再“纯净”，最后要经过肾
脏的过滤把需要的微量元素留下，才能成为尿液排出，怎
么可能一喝纯净水就把微量元素给“溶解排出”了。实际
上，纯净水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普及率很高，在中东地
区，人们喝的几乎都是纯净水。几十年来，也没有发现缺
钙和伤肾的发生率增加了。

人体对矿物质的需求，主要还是指望各种食物。但
水的硬度，或者说其中的各种矿物质，对水的味道以及使
用性能会有影响。水是否“好喝”，取决于其中的矿物质
以及其他“杂质”。硬度比较高的水，一烧开就出现大量
白色沉淀，虽不影响健康，但很影响外观和口感。简而言
之，只要其他指标合格，水是硬是软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影
响。 （来源：生命时报）

近年来，健身运动成为共识。运动自然少不了选择装备，其
中鞋是重中之重。选双合适的鞋，应从几方面入手：

始于颜值。运动鞋的“眼缘”很重要，勉强买的十有八九会
被“压箱底”。一双心仪的运动鞋，能激发运动的欲望。

合于专项。术业有专攻，装备也是如此。不同的运动项目对
于鞋的功能需求差异较大，有助于提高运动表现和减少运动损伤
发生。跑步鞋强调缓冲和减震，如在球类运动中转向跑步，侧向
稳定支撑性能相对不足，就容易崴脚；篮球鞋底纹路注重防滑，鞋
帮较高，有利于保护脚踝，气垫能有效缓冲，但用于跑步就显得笨
重；力量训练鞋讲究稳定，鞋底偏硬，避免跑步或打球对关节冲击
过大。对于运动需求不高的普通人，选择鞋底纹路最复杂的多功
能综合训练鞋，可适用于走、跑、跳、投、球类、操舞等多种运动。

久于功能。运动鞋强调的功能很多，如支撑、稳定、控制、缓
冲、减震、回弹、防滑、排汗、透气、抗菌、防臭、耐磨、平衡、轻便、
抓地、纠正等。通常会根据运动专项需求，强调适合运动特点和
运动者需求的性能，以提升运动表现，减少受伤。

终于舒适。运动鞋强调的功能各有所长，让人挑花眼，但最
终还是以运动时感觉舒适为主，即是我们常说的“鞋好不好，脚
最清楚”。

选鞋穿鞋时，还需要关注的几个要点有：
1.足型。足底沾水后在干燥地面上踩个足印，根据形状可

分为正常足、高足弓和扁平足。正常足从运动力学上讲是最理
想的，可以选择稳定、减震类鞋；高足弓者缓冲能力稍弱，应选择
强调减震功能的鞋；平足者由于足弓低，长时间较高强度运动中
易压迫足底血管和神经，引起疼痛，需要支撑功能较强的鞋。高
足弓或扁平足症状严重者，最好做足底压力测试，定制矫形鞋垫
来矫正足形。

2.鞋号。购买运动鞋时，应穿着运动袜试穿，留出足够的空
间，运动时才能松紧合适。根据足的宽窄，选择正常或宽楦的鞋型。

3.鞋后帮要够硬。这使足跟两侧牢靠，防止运动时晃动；中前部的鞋
底不能太软；鞋中底有较好的抗旋转功能；鞋面要有一定保温功能。

4.注意使用寿命。不推荐一双运动鞋“一穿到底”，连续使用鞋更容
易损坏，也存在很大的健康隐患。如果运动鞋出现变形以及保护、支撑、
防滑等功能明显下降时，建议及时更换。 （来源：人民网）

孩子夏季感冒发烧怎么办？育儿专家来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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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为什么要吃姜？原来它有这么多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