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季养生重养肺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彭扬特别关注·健康之路 ２０12年8月16日 星期四12

!"#$%&'(
!"#$%&'(!")*+,-&./.0# $%! 1"

2342&56789: %# 1'

;<=>?&@ABC* %$ 1'

DEFGHIJKL %% 1'

MNCOPQMR %& 1'

STUVWXY%Z' %!' 1'

[\L]^_` %!! 1'

a0b<cde %!( 1'

(fghi !)) j)klm!nopqr %!* 1'

<stuv&wnxyz{| %!$ 1'

(}5~�)!I�5� %!% 1'

!"#$%&'()*+,-./0123+45
67+489'(:+;!12<=>+489?@)*
+,AB"CDE<FGHIJKL+4MN!12<=
OIPQ+4+RIPQST8%&MNUV9WXY
+Z./#[\]^_`abcdefg$fghi%!"
#$%&'()*+, &123j$kl5" mnop
4'( fgqr%!"#! s $ t #% uI !&#! s $ t !& u
&vwqr"xyuz{|'"}~z�-($������
#���./�&'(()*++,,,- .'/012/33/04-.56-.0 +'$

!"#!��� #78%!899$:$

! "
!"#$%&'()*+,-./012-3)*45

67! 8 !"#$ 9012:;<=>?-3@A%&3BC
D"EFBD"G%H*'(IJKL-MNO# PQO6R
SQTUVOWXYZ[\$! !"#$!%&'!]^_`
a3b+,cd-.%" !"#$!%&'!ef2-3)*
4%# !"#$!%&'! g^__hijkl-.%$ !"
#$!%&'!!"Vmijkl+,-.%% !"#$!%
&'!no2-3)*4%()*+!"#$!%&'!]^
_pq-3%&rsH*+,-.# tuv-wxy# &z{
|}!"~NO�OH)�'( ,+-./0'!�� ��%
/012!%&"'(#)&&$*'% 3456789:*;<=+1
2!%&"'(+#*+$&*(

!"#$%&'

■健康话题

本报记者 段涵敏

核心提示： 立秋之后天气由热渐凉
爽，人和自然都进入了“阳消阴长”的过
渡阶段，但偶有秋阳肆虐，温度较高，故
有“秋老虎”之说。 如何在这样一个特殊
的季节 “秋收”健康，记者采访了省中医
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
院的中医专家。专家提醒，秋燥养生重养
肺，起居、饮食、精神、运动等皆不能离开
“养、收”原则。

白色食物最养肺
中医认为，五脏中的肝、心、脾、肺、

肾，分别与食物中的青、赤、黄、白、黑5色
对应。因此，秋天经常吃白色食物可收到
润肺的效果。 例如，白萝卜、白菜、冬瓜、
百合、银耳、莲藕等。

省名中医、 省中医院教授肖国仕提
醒，秋季气候干燥，常会使人的皮肤和口
角干裂，口干咽燥。 甚至出现毛发脱落增
多，大便干结。最简便的一招就是补水。秋
天每日至少要比其他季节多喝水500毫升
以上， 以保持肺脏与呼吸道的正常湿润
度。 也可直接从呼吸道“摄”入水分，通过
吸入水蒸气而使肺脏得到水的满足，这就
需要注意保持室内一定的温度和湿度。

秋燥最易伤人肺阴， 此时可通过合
理的食疗， 收到生津润肺， 补益肺气之
功。 如鼻唇干燥者，可吃萝卜、芝麻、豆
腐、豆浆等，还可服白木耳、核桃肉等食
品。白木耳有补肺清润之功，核桃肉有补
肾安神之效。还可以取鲜百合50克，蜂蜜

30克，水煎食用。 或用生梨两个，川贝10
克，加水炖服。以上两方，对肺燥久咳，慢
性支气管炎，效果极佳。

食粥养肺。进入秋天后，一日三餐之
食物宜以养阴生津之品为主，如芝麻、蜂
蜜、梨、莲子、银耳、葡萄、萝卜、蔬菜等柔
润食物，少吃辛辣燥热之品，必要时可服
补品，但应清补，不可大补。 可用银耳50
克，泡发后加人大米50至100克，淘净同
煮，然后加蜂蜜适量，搅匀即可。 亦可用
银耳50克，泡发，大枣10枚，加入适量水
煮， 然后调入白糖或冰糖食用。 或莲藕
100克，洗净切碎，大米50克左右同煮，煮
成后可加蜂蜜。 或山药100克，大米50克，
山药洗净切块，大米淘净煮粥。

老年人由于五脏衰弱，肠胃薄弱，要
少吃多餐，多食熟软肠胃易消化之物。在
食物选择上，应以甘平润燥、养阴生津之
品为主。 如：梨、百合、麦冬、荸荠、山药、
猪肺、莲子、藕等可多食；也可适当加些
滋补中药煮粥、泡酒饮用，如枸杞粥、黄
精粥、玉竹酒、柿子酒等，对扶正防病有
积极作用。

还须注意的是， 夏季过后， 暑气消
退，人们食欲普遍增加 ．加之秋收食物品
种丰盛，此时不宜过多进补，以免“饮食
自信，伤及肠胃”。

耐寒锻炼最宜在初秋
适当运动是四季保健的必修课，秋

高气爽， 更是开展各种运动锻炼的好时
期， 而体育锻炼又是强健肺脏的最佳方
法。 中医专家认为，“春夏养阳， 秋冬养

阴”， 秋季运动量不宜太大， 如慢跑、散
步、骑车等。

秋令时节坚持锻炼， 还有利于增强
各组织器官的免疫功能和身体对外部寒
冷刺激的抵御能力， 天气渐冷时可逐步
进行冷水浴、游泳等耐寒锻炼。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干部
保健内科周鸿图教授提醒， 不管年龄大
小、体质强弱、兴趣爱好如何，都可选择
自己所喜爱的项目进行运动锻炼， 但有
几点必须重视：秋天多雾，雾天不适宜户
外运动；清晨不适宜在林木茂密处运动，
因夜间树木释放二氧化碳很多， 氧气含
量少，对健康不利；过敏体质者不宜在花
丛旁运动，容易引起花粉过敏。 高血压、
冠心病患者不宜剧烈运动， 避免引起血
压突然升高和诱发心绞痛、心衰。

由于秋季早晚温差大，气候干燥，对
于运动者来说，每次锻炼后，应多吃些滋
阴润肺，补液生津的食物。如梨、芝麻、蜂
蜜、银耳等，若出汗较多，可适当补充些
盐水，补充时以少量、多次、缓饮为准则。
秋日清晨气温低， 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
化来增减衣服。锻炼时应待身体发热后，
方可脱下过多的衣服； 锻炼后切忌穿汗
湿的衣服在冷风中逗留，以防身体着凉。

秋季日照减少，气温渐降，尤其深秋
之时，草叶枯落，花木凋零，一些人心中
常会因此产生凄凉、忧郁、烦躁等情绪变
化，故有“悲秋”之称。对此，肖国仕提醒，
开怀大笑，可生发肺气，使肺吸入足量的
“清气”，呼出废气，加快血液循环，调和
心肺气血， 同时也以消除疲劳， 驱除抑

郁，解除胸闷，保持神志安宁。

“多事之秋”防疾病
秋季是人体免疫力相对低下的季

节，随着气候逐渐转凉，也是疾病的多发
期。 例如感冒、腹泻等疾病，慢阻肺、慢性
支气管炎、胃病、风湿病、哮喘及心脑血
管疾病等都可因天气较凉、 气温下降而
有多发、加重趋势。

肠炎、痢疾、乙型脑炎等病也在秋季
多发。 要做好预防工作，首先要搞好环境
卫生，消灭蚊蝇，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
水，不吃腐败变质和被污染的食物，按时
接种乙脑疫苗。 秋燥易伤人，除适当补充
一些维生素外，表现口燥咽干、干咳痰少
的人 ．可适当服用沙参 、麦冬 、百合 ，杏
仁、川贝等，对于缓解秋燥有良效。

秋天温差大， 加上老年人抵抗力和
适应能力降低，尤易患感冒、上呼吸道感
染、肺炎、肺心病，甚至发心衰而危及生
命。 因此应注意防寒保暖，有条件的可坚
持用冷水洗脸、擦鼻，甚至冷浴，以提高
耐寒防感冒能力。

由于很多昆虫为过冬储备能量而活
动猖獗，野外旅游者要防止蚊虫叮咬，发
生皮炎，注意饮食卫生。 伤寒、流行性出
血热等传染病也在秋季多发。

有人对脑血栓等疾病发病时间进行
过调查研究， 发现这类疾病在秋季发病
率较高， 发病时间多在长时间睡眠的后
期，而秋季适当早起，可减少或缩短血栓
形成的机会， 对于预防脑血栓发病有一
定意义。

1.百合炖白鳝
百合50克，白鳝l条，姜、葱

调料。 将白鳝洗净去内脏，切
片 ，与百合同煲 ，待汤成之时
加入调料，调味即可食饮。 润
燥养阴，益肝强肾，滋补五脏。

2．雪梨汁
雪梨切成薄片，在凉开水

中浸泡半天，便可饮。 能滋阴
润肺。

3．五汁饮
雪梨、荸荠、鲜芦根、鲜麦

冬、鲜莲藕，榨汁混和均匀，凉
服。 能养胃润燥，滋阴保肺。

4．山药蔗汁蛋黄饮
淮山药50克 ， 甘蔗汁30

克， 酸石榴汁15克， 生蛋黄4
个。 先将山药煎取清汤，再将
后3味调入汤中， 分3次温服，
一天服完。 能宁嗽定喘，滋养
肺脉。

5．芝麻粥
白芝麻20克， 大米60克。

先将芝麻炒熟， 研磨成粉，用
大米煲粥 ， 待粥成调入芝麻
粉，即可食用。 能滋阴润肺，养
胃益肠。

6．郁李仁粥
郁李仁10克， 大米60克。

以水100毫升，研郁李仁，滤取
汁 ，再加10倍的水 ，放入大米
煮粥，粥成即可食用。 能导滞
润肠，生津润燥。

7.海参粥
海参20克，粳米60克。 将

海参发透后，与粳米同煮粥食
之。 能滋阴养血，补肾益精。

8. 莲子百合煨瘦肉
莲子50克，百合30克，瘦猪

肉250克，姜、葱、食盐、料酒，味
精各适量。 莲子去心洗净，猪
肉切片，与洗净的百合入锅加
水适量，放调料，用猛火烧沸，
改小火煨1小时，汤成可食。 能
养心安神，润肺止咳。

（省中医院 肖国仕）

罕见脑瘤使壮汉暴瘦35公斤
专家脑内“拆弹”令其转危为安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彭萍） 脑
干是人体的重要中枢， 而延髓又是脑干中的 “核心”，
主管人体的呼吸、 心跳、 血压等重要生命要素， 如果
延髓被肿瘤纠缠， 生命便岌岌可危。 若手术， 难度大
风险高； 若保守治疗， 只能坐以待毙。 这道难题困扰
宁乡患者李先生9个多月， 记者今天从省肿瘤医院获
得好消息，他的这颗脑中“炸弹”被及时摘除，李先生重
获新生。

李先生介绍，大概是9个月前开车时，他突然感到
一阵眩晕，但几秒钟后又恢复正常。 起初他并不在意，
但后来头晕频率逐渐增多，还出现呕吐、双下肢无力、
行走不稳等症状，严重时“喝口水都要吐出来”。 得病
之前他有77.5公斤，现在只有40多公斤了。 由于呕吐症
状突出，他先被诊断为肠胃疾病，但治疗几个月效果
不明显。 后来经头部磁共振和CT检查发现，他患上了
脑瘤中少见的延髓瘤。 7月中旬，他来到了省肿瘤医院
神经外科。

该院神经外科主任何正文介绍， 李先生脑内约3
厘米大小的肿瘤，压迫着整个延髓，肿瘤部位结构混
乱、粘连严重，任何轻微损伤都可致神经功能不全、偏
瘫、高位截肢、呼吸困难等严重后果，甚至长期昏迷或
死亡。 因为操作要求高，手术几乎在显微镜下完成。 经
过8个多小时的抽丝剥茧，肿瘤终于一点点被切除。

何正文提醒， 延髓瘤的发病原因目前仍不清楚，
但发病率相对较低， 大约占脑瘤患者的1%至2%左右。
患了这种疾病之后， 最典型的症状便是呕吐， 如果
按照肠胃病治疗没有效果或效果不理想， 便要怀疑
可能是延髓瘤发作。

■养生之道

秋季进补8款食谱

本报8月15日讯 （记者
段 涵 敏 通讯员 申楠）今天
上午，2台无偿献血车开进了省
卫生厅机关大院内，该厅机关
60多名干部群众积极献血献爱
心，以实际行动来诠释“无偿献
血，挽救生命”的大爱精神。

据悉 ，入夏以来 ，持续高

温天气导致街头献血人群减
少，再加之高校放假等因素影
响，长沙的供血一直处于紧张
状态。 据了解，目前长沙血液
中心库存量为5000袋，一天消
耗量为500袋， 仅有10天的供
应量。 为确保血液供应，目前
主要依靠团体组织无偿献血。

省卫生厅干群积极献血

8月13日，许多
白内 障 眼 病 患 者
在娄 底 眼 科 医 院
接受检查 。 当天 ，
该市 “贫困白内障
患者复明工程 ”启
动 ，在年内 ，将对
全市1200名贫困白
内障 患 者 实 施 免
费手术 ，帮助他们
重见光明。

郭国权 摄

本报记者 奉永成

家庭是艰苦夫妻的精神栖息地

7月31日 ， 湖南省统计局公布了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有关湖南15岁以
上人口婚姻状况。 省统计局公布的普
查资料显示， 2010年湖南全省离婚对
数达到 15.37万对 ， 是 2000年的 2.38
倍 。 离婚年龄比重峰值主要集中在
35-44岁年龄段。 女性随学历增高离
婚比例逐渐上升 ， 高中为最高 ， 达
1.96％。

统计还显示， 艰苦行业的女性婚
姻相对稳定 ， 离婚率最低的是农 、
林、 工商等艰苦行业。 从性别看， 除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 林等行
业生产人员外， 女性人口离婚率均高
于男性人口， 这说明从事艰苦行业的
女性思想更传统 ， 对男性依赖更强 ，
因而婚姻相对稳定。

记者的采访，也佐证着这一现象。
张露欣和张小琼（化名）是一对亲

姐妹，张露欣今年49岁 ，初中毕业后 ，
进了长沙市天心区的一个街办工厂 ，
1999年，工厂倒闭，张露欣下岗。 紧接
着，老公也下岗了。 之后，夫妻俩摆地
摊，做夜宵，当保安， 搞家政 ，不停地
换工作，赚取微薄的工资 ，工作累 ，生
活非常艰苦。

但张露欣夫妻俩感情很好，连续3
年被社区评为“幸福家庭”。 “从未见他
们夫妻红过脸，邻里、亲戚的人情往来
都很大方。 ”提起张露欣一家，楼栋长
陈奶奶尽是赞美之词。

相比收入比自己低得多的姐姐 ，
妹妹张小琼的家庭生活一直不顺心 。
用她自己的话说， 总找不到幸福的感
觉。

张小琼从湖南大学毕业后， 顺利
进入一家事业单位， 现在是单位的副
处长。 在外人来看，张露欣一家的生活
条件不能跟妹妹同日而语， 但是母亲
前年去世时， 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放
心不下二妹子张小琼。 主因便是张小
琼的婚姻。 目前张小琼已经历了3次婚
姻。 每一次婚姻结束时，她给家人的理
由都是不快乐、不幸福。

“她跟我们讲， 夫妻要性格合得
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男人要有担当
精神和奉献精神，能心灵相通，在一起
生活才会找到幸福感。 ”张小琼拒绝了
记者的采访， 姐姐张露欣却毫不隐讳
妹妹的想法，并对这种“精神要求 ”直
摇头。 在张露欣看来，夫妻就是一起搭
伙过日子，相互赚钱维持家庭的生活，
把孩子培养好。 至于性格，张露欣说，
相互让一点就过去了。 对幸福，张露欣
的理解是，劳累一天，回到家有个地方
睡，有个人在等，孩子开心地叫妈妈 ，
就很幸福了。

“工作、生活条件艰苦的夫妻把家
庭当作了唯一的精神栖息地， 看得比
生命都重，因此，婚姻往往更持久。 ”国
家婚姻家庭咨询师职业鉴定考评员 、
省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 婚姻咨询专

家金苑告诉记者， 艰苦夫妻知识层面
往往比较低，受思想和经济的影响，精
神寄托更单一，不像高知人群，在精神
上有压力时，会通过泡吧、K歌、出游等
方式来放松， 艰苦夫妻会把所有精力
都投入到维系家庭幸福中去， 很多夫
妻尽管也经常吵架， 但是真正想放弃
婚姻的人却不多，他们的想法很单一，
只要家庭在，日子就能幸福地过下去。

高知人群爱为“幸福”挣扎
张小琼的幸福观， 虽然姐姐不理

解， 但是不少跟张小琼一样的高知人
群，却极为赞同。 刘春蕊（化名）就是其
中一位， 刘春蕊是衡阳人，4年前研究
生毕业，随后进入长沙一家投资公司，
目前做到了公司的部门主管。 刘春蕊
工作起来风生水起， 但还不到一年半

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目前正闹离婚，
原因也是“性格不合”。

“恋爱时感觉他很开朗，结婚后变
成了‘闷罐子’。 ”刘春蕊告诉记者，她
跟丈夫已有两个月没怎么说过话了 。
“有时自己有了高兴的事想回家跟他
分享一下， 自己说了半天， 他盯着电
视， 一点反应都没有； 有时自己心情
不好， 他也不懂安慰一下； 想出去散
散心 ， 他说老夫老妻了出去玩浪费
钱。” 刘春蕊说起婚姻 ， 脸色顿时暗
淡下来。

“这种婚姻是种痛苦， 根本没有
幸福感。” 刘春蕊说。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一个人的
思想观念 、 行为方式有很大的影响 ，
对婚姻状况自然也会产生影响 。” 省
社科院副研究员潘小刚认为， 婚姻是

男女双方相互了解 、 相互选择的结
果， 不同文化程度对婚姻状况的影响
是不同的。 高知人群对待婚姻， 在心
中会有自己的婚姻幸福指数值和自己
理想的婚姻状态， 而这种幸福指数和
婚姻状态 ， 往往都比较唯美和理想
化， 而现实生活不如意之事常八九 ，
因此这些夫妻会比那些工作艰苦生活
艰难的夫妻更容易离婚。 “从现实来
说， 生活条件艰苦的夫妻受经济条件
的影响， 一般没勇气和经济能力去重
新组建家庭， 而高知人群的收入普遍
比艰苦夫妻要高， 经济更独立， 思想
上更容易放弃家庭。” 潘小刚说。

省统计局的调查显示， 离婚人口
比例与受教育程度相关， 男女性别差
异明显。 总体上看， 男性人口离婚比
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有逐渐下降的趋
势 ， 研究生学历者仅为0.74％。 从性
别差异看， 初中往下， 包括小学和未
上过学人口中， 男性人口离婚比都明
显高于女性人口； 高中往上， 包括专
科、 本科和研究生女性人口离婚比例
均明显高于男性人口。

懂得经营婚姻才有幸福感
为何生活条件越艰苦， 夫妻生活

越给力？ 知识越丰富 、 经济越富有 ，
相对来说， 较难把持住自己的婚姻？

这个问题， 在金苑看来并不复杂，
金苑受省妇联委托， 为我省许多夫妻
做过婚姻咨询。 “生活条件艰苦的夫
妻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关心和宽容的字
面含义， 但是他们却很容易在生活中
做到。”

家住省路桥集团宿舍的陈叔叔和
黄阿姨就是一对能够相互关心、 体贴
的艰苦夫妻 。 黄阿姨今年53岁 ， 7年
前瘫痪在床， 陈叔叔办理了停职， 从
工地上回来照顾她 。 这么多年过去
了， 黄阿姨说自己幸福得就像个襁褓
里的小孩子 ， 老公伺候她吃 、 喝 、

拉、 撒， 帮她做运动， 两个人虽然只
靠着老公停职后单位发的1000多元钱
生活 ， 经济紧张 ， 但是都觉得很幸
福。

金苑告诉记者， 像陈叔叔和黄阿
姨这种艰苦夫妻， 更能共苦， 幸福感
反而更强。 金老师曾经接待过一对高
知识层面的夫妻， 老公是一所学校的
校长， 是个公认的好男人， 钱全部交
给老婆 ， 晚上一般会把应酬推掉回
家， 但是两人最后却离婚了。 两个人
来咨询时， 妻子告诉金老师， 其实自
己不在乎老公的钱和地位， 但总觉得
两人这一辈子过得太平凡了。

金苑还提到 ， 婚姻中理解很重
要， 生活条件艰苦的夫妻， 有时一方
的做法 ， 另一方可能并不完全理解 ，
就会发生争吵， 但是争吵过后， 他们
很快能忘记， 把精力投入到赚钱养家
中去； 高知人群也许更能理解对方 ，
但是一旦有了不能理解的事情， 他们
宽容起来的时间和过程比艰苦夫妻要
长得多 ， 因此更容易埋下婚姻的炸
弹。 在忍耐上， 生活条件艰苦的夫妻
往往做得比高知人群要好， 他们找不
到太好的词语去表达， 要过下去， 只
能忍耐对方 ， 对于相互关心的问题 ，
高知人群的方法可能不同， 比如一方
生病了， 另一方会不会抽空来陪伴看
得很重， 但是艰苦夫妻， 可能更看重
对方会不会给自己做顿好吃的。

带着爱情， 进入婚姻的殿堂， 在
省社科院副研究员潘小刚看来， 和谐
夫妻都非常注重信任和包容两方面 。
“比如信任， 在农村 ， 丈夫说打牌去
了， 很少有妻子怀疑老公是不是去偷
情了， 最多是担心会不会输钱， 但是
高知人群家庭 ， 就会出现这种怀疑 ；
至于容忍， 同样在农村， 如果男方动
了粗， 女方一般会忍让， 最多是去娘
家住几天， 消消气， 但如果是高知人
群家庭 ， 这就是个家庭暴力事件了 ，
也很容易导致婚姻破裂。” 潘小刚说，
生活条件艰苦的夫妻也许并不懂得经
营婚姻的含义 ， 但是由于生活的压
力， 他们在很多事情上， 只能选择宽
容和理解 ， 并坚定相信和支持对方 ，
而这恰恰是婚姻稳定的基础。

艰苦夫妻 婚姻为何更给力

2011年
11月 11日 ，
在长沙市开
福区民政局
婚 姻 登 记
处 ， 前来登
记结婚的人
“爆棚”。 （资
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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