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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暑养生注意啥？
8月 23 日是处暑节气，“处暑” 表示
炎热暑天结束了，这一天后，气温逐渐下
降。 那么，怎样在这一时节做好自我养生
保健呢？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健康
管理中心主任医师韩旭主任说，古人留下
的大量具有实用价值的谚语，如“一场秋
雨一场凉”，“立秋三场雨，麻布扇子高搁
起，”“立秋处暑天气凉”等，都是对“处
暑”时节气候变化的直接描述。 但总的来
看，处暑期间的气候特点是白天热，早晚
凉，昼夜温差大，降水少，空气湿度低。 在
这样的环境下， 人容易出现口鼻干燥，咽
干唇焦的燥症。 因而，衣服不要加的太多，
忌捂，但也不能过凉。 所以，此时节要注意
防燥，饮食起居均要调剂周到。 除此之外，
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 、饮食：营养合理要适当。 经过一个
夏天的“煎熬”，很多人脾胃功能相对较
弱， 因此饮食上别吃口味太重的食物，也
不要暴饮暴食。 比较适合健脾胃的食物有
薏米、莲子、扁豆、冬瓜等。 另外，常食沙
参、玉竹、莲子粥、百合等清凉补食，既能
防热，还能益气。 但有些人肠胃不好，经常

腹泻，就不适宜清凉补身。 还有很多人认
为此时应“贴秋膘”多吃肉食，但胃肠功
能较弱，此时还没有调理过来，如果吃太
多的肉类等高蛋白食品， 会增加肠胃负
担，影响胃肠功能。 因此吃肉要适当，最好
等到天真正凉下来以后，再多增加肉食。
2 、 饮 水 ： 主动饮水莫放松。 处暑以
后，气候越发干燥，使人的皮肤日蒸发水
分在 600 毫升以上， 肺呼吸的日蒸发水
分在 300 毫升以上。 因此，主动饮水是秋
季养肺的重要环节。 当然，主动饮水也是
有一定技巧的， 即一次不宜大量地快速
饮水，要多次少饮。 最好是在清晨锻炼之
前和晚上睡觉前各饮水 200 毫升， 白天
的两餐之间可饮水 800 毫升左右，这样可
使肺腑滋润，充满生机。
3 、睡眠：睡眠充足防秋乏。 夏天昼长
夜短，天气闷热，很多人长期睡眠不足。 处
暑后天气变凉， 就该改变夏季晚睡的习
惯，尽量争取晚上 10 时前入睡，并要早睡
早起，以提前进入“备战“状态，防止上班
犯困。 也可以适当午睡，这样利于化解困
顿情绪。
4 、沐浴：定期沐浴别忽视。 在秋季里

三招预防秋季脱发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人的头发约有 12 万根，具有调节体
温和保护头部的功能，更是影响外在形象
的重要因素。为什么明明已经很注重保养
头发了，到了秋季还是会掉很多头发呢？
天津中医一附院皮肤科医生表示，秋
季脱发常为季节性脱发，属于正常的生理
现象，不用过于担心。到了秋季，气温有所
下降，气候干燥，导致头皮皮脂腺分泌相
对减少，处于休止期的毛发比例相对高一
些，所以秋季是脱发最明显的季节。 正常
人每天会掉 50 至 100 根头发，如果超过
200 根，并且持续 2 至 3 个月，属于病理
性脱发，需要到医院皮肤科就诊。
受到脱发困扰的患者中，男性占大多
数。 男子脱发多与肾精有关。 若过早出现
秃顶，多是精神压力过大所致。所以，平时
应保持心情愉快，注意减轻压力。 对于女
性来说， 除个别的与遗传因素有关外，大
多数非正常脱发发生在产后， 从怀孕、产
后到哺乳都会使女性气血不足，从而导致
头发大量脱落。此时，通常以补血为主，平

时也要多补充些当归、何首乌、大枣等。老
年人脱发大多属正常生理发展规律，但若
太严重，多是气血亏虚所致，通常倾向于
补肝肾。
对于季节性脱发，我们应该如何从生
活方式上去预防和改善？
首先， 到了秋季洗发不要过于频繁。
一天不要超过一次， 或者是两天一洗，洗
发后尽量用冷风吹干头发，避免高温吹风
伤及毛发及头皮。
其次，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保持心
情舒畅。中医五行学说当中秋季属“金”，
而七情中的“悲”也属金，所以在秋季，人
们很更容易产生伤感的情绪，那么，这样
的情志因素也会引起脱发。
最后，适当补充头发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即头发的生长与质
地依靠肝血和肾精的滋养。 根据中医辨证可
适当采用具有养血补肾的中药食材进行食疗
去预防脱发，如芡实、当归、桑葚、枸杞子、黑
豆、黑芝麻等都具有辅助的保健作用。

烧烤配啤酒当心痛风找上门
炎热的天气，很多人喜欢约上三五好
友到烧烤摊上撸串、吃海鲜、喝啤酒，一不
小心就中招，痛风病犯了。 那么夏季要远
离痛风，生活上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饮食上注意多饮水，多摄入碱性食
物，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夏季要注意多补
充水分，可以选择白开水、淡茶水、无糖苏
打水等， 促进机体的代谢， 利于尿酸的排
出。应摄取充足的碱性食品，碱性食品有白
菜、芹菜、黄瓜、茄子、胡萝卜、西红柿、土
豆、香蕉、梨、杏、桃、苹果等。 不吃烧烤、海
鲜、动物内脏等嘌呤高的食物，烧烤中的肉
类以及海鲜类大多属于嘌呤含量中高等的
食物，摄入过多会导致尿酸升高，引起痛风
发作。同时喝酒、尤其是啤酒也有升高血尿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酸， 引发痛风的风险。 单独吃都会诱发痛
风，所以啤酒海鲜更不要搭配一起吃啦。
2、生活上，注意适当运动，控制体重。
夏季痛风患者仍然要坚持运动，可每天进
行 30 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 因为痛风属
于代谢疾病，常常与血脂高、肥胖等并存，
适当减重有利于痛风病的预防和治疗，夏
季如果能适当运动、控制饮食，减重效果
将远胜其他季节。
3、居室的温度适宜，温度不宜过低。
由于尿酸盐在温度低的环境中更容易析
出为晶体，沉积在关节周围，引起痛风性
关节炎发作，所以痛风患者所处的居室要
温度适宜，不能过低，并避免冷风直吹，夜
间开空调时还要注意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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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雷春香

可以通过洗澡来促进血液循环，使肺与皮
毛气血流通。 一般秋季洗浴的水温可在
20 至 30℃， 在沐浴前先喝一杯淡盐开
水，洗浴时不要过分揉搓，以浸浴为主，同
时也不要使用碱性过大的肥皂或沐浴露。
时间以 20 分钟左右为宜。
5 、情志：笑口常开更健康。 笑能够使
人的胸廓扩张，胸肌伸展，肺活量增大，
解除胸闷，消除疲劳，恢复体力。 尤其是
在清晨锻炼时，如果开怀大笑，可以使肺

吸入许多清新空气， 呼出废
气，加快血液循环，从而达到心
肺气血调和、肝气调畅，以保持人
的情绪稳定。
6、锻炼：“不累”是标准。 锻炼身体也
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根据每个人的身体
素质，运动量和运动方式应有所差异。结合
自身情况做些运动，既可促进血液循环、加
快新陈代谢，又可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夏
秋季节，中午气温偏高，应尽量避免室外活
动，特别是患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的老年
人，室外炎热的天气，会使血压急剧升高，
增加了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率。
7 、防病：“老毛病”易复发。 不少关节
炎患者因为立秋过后不注意保暖，还经常
吹空调、吹电扇，结果导致旧病复发。 此
外，像肩周炎、颈椎病、痛风等“老毛病”，
在这个阶段复发的概率也很高。 除了慢性
顽疾外，像秋后腹泻、胃炎和肠炎等，在这
个季节，稍不注意，也很容易发作，而且久
治难愈。 另外，老人在这个多变的季节里，
也容易感冒、发热。 因此，提醒大家，在处
暑过后，每日早晚的温差较大，老年人在
入秋后更要特别注意保健防病。

秋季应早睡早起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立秋后天气早晚都凉爽很多， 可连
日来秋老虎的架势有点摆出来了， 闷热
导致很多人夜里睡眠不好或失眠， 早上
凉快了就想好好补个觉， 毕竟睡眠是有
效地使人恢复体力和精力的最好的方
式。 其实，这种做法真的不可取，夜晚失
眠者更应早起才对。
按照一般的观点， 睡眠是消除大脑
疲劳的主要方式。 如果长期睡眠不足或
睡眠质量太差， 就会严重影响大脑的机
能。患上了神经衰弱等疾病的人，很多时
候就是因为严重睡眠不足引发的。 如果
我们每天准时起床， 定时去迎接每天早
晨的阳光， 那么你的生物钟就会准时运

转。研究表明，这是提高睡眠质量的关键
要素之一。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脑系科赵永
青博士指出，失眠的人，也最好不要在早
上补觉，最好要早起，而且要固定时间起
床，如夏天约 7 点前，冬天约 8 点前，这
时的阳光放出蓝光， 有助于调整错乱的
生理时钟。 对于生活不规律的人，松果
体素可有效补充和调节生物钟。 松果体
素是从大脑的松果体分泌出的荷尔蒙，
如果坚持每天早上准时起床并接受朝
阳的照射沐浴，可促进松果体素的分泌，
帮助调节原本混乱的生活节奏， 使其恢
复正常。

夏秋之交莫忘监测血压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近日， 天津医院心内科门诊接诊 夜变化规律，可以较全面而准确地反应
了多位高血压的患者， 这些患者的共 血压的“全景”。 从天津医院心内科门
同特点就是高龄、高血压多年、长期坚 诊接诊患者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诊的高
持服药， 自己在家又经常测量血压且 血压患者中，接受过动态血压监测的比
结果满意， 可仍然有短阵的头晕，头 例不足 20%。 这意味着八成高血压患者
胀，胸痛胸闷发作，而且时间多集中在 服药可能不科学， 存在一定安全风险。
早晨或夜间。
现正值夏秋之交， 早晚温差比较大，血
该院心内科门诊的专家通过动态 压容易产生波动。
血压监测方法诊治，发现这些患者其早
正常情况下， 一天的血压应呈现
晨及夜间血压明显增高，而白天血压一 “两高峰一谷底”的变化节律，一般上
般比较正常，他们服用降压药的时间多 午 9 至 11 点和下午 4 至 8 点血压最
在早饭后， 自己量血压时间多在上午。 高，晚上血压较低。 而有些人尤其老年
“确实不知道，怪不得吃着药还老犯病， 人的血压昼夜节律减弱或消失，甚至夜
原来血压在不同的点还不一样”， 几位 间血压比白天还高，则容易导致心血管
患者恍然大悟。
疾病的发生。 因此提醒广大老年高血压
据天津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赵 患者， 夏秋之交血压本身就容易波动，
辉介绍，所谓动态血压监测就是在患者 除了规律服药，注意增减衣物，适量增
完全自由活动情况下监测与记录 24 小 加饮水外， 应该进行动态血压监测，了
时内十几次次甚至几十次的血压测量 解自己的血压变化规律，科学调整服药
结果，从而真实反映各时间点的血压状 时间，才能真正有效的控制血压，预防
况，揭示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特点及昼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