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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

这两年的春天，花粉过

敏患者除了要忍受“鼻涕一

把眼泪一把”的痛苦，还要

兼顾防疫，可谓一年中最难

过的季节。

导致花粉过敏的“元凶”

包括杨柳在内的乔木以及牧

草和杂草的花粉。这些花粉是

“风媒花”，依靠风力从一朵花

散播到其他花。北京协和医院

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关凯

表示，这些花粉小到肉眼看不

见，重量轻、数量多，在空气中

大量飘浮，人接触和吸入后很

容易致敏，引起眼睛发红瘙

痒、喷嚏、流涕甚至咳嗽等不

适，严重者还会有皮肤红疹、

鼻塞憋气甚至哮喘等症状。春

季，我国北方天干物燥、风力

猛烈，花粉过敏的现象也较南

方更严重。

花 粉 症 让 人 感 到 不

快，如果不加以治疗，频繁

揉眼、抠鼻，在疫情期间会

进一步增加新冠肺炎病毒

的感染风险。关凯建议 ：

“这一时期花粉随风飘散，

室内活动应关闭门窗减少

空气流动，户外活动尤其

注意配备防护。”

外出要挑时间。花粉浓

度高时尽量减少外出，如果

外出，不要长时间逗留。花粉

容易飞散的条件有“晴天气

温高的日子”“空气干燥、风

强的日子”“雨后第二天和持

续2-3天气温高的日子之后”

等。应尽量选在花粉浓度最

低的清晨、晚上或是一场阵

雨后出门。

口罩眼镜不能少。疫情

防控期间，无论是防病毒还

是防花粉过敏，外出时都有

必要佩戴口罩和眼镜。实验

结果表明，与不戴眼镜的情

况相比，进入眼睛的花粉量

减少约 40%，戴防花粉眼镜

更能减少约 65%。患者还应

尽量佩戴防花粉口罩，这类

口罩更舒适，能有效吸附、过

滤花粉，对过敏者有很好的

防护作用。

勤洗手。疫情期间，患

者因花粉过敏发作需要不

停摘下口罩擦鼻涕或揉眼

睛时，必须反复洗手。双手

每次触碰到口罩外层也要

洗一次手。每次洗手时间

20-30 秒，手指缝处也要

认真打肥皂，用流水冲洗干

净。由于打喷嚏会产生喷射

距离较远的飞沫，公共室内

场所聚集感染的风险也会

变高，所以打喷嚏时不要摘

口罩，应捂住嘴巴，以减少

飞沫。

避免穿羊毛材质的衣

服。一般来说，羊毛衣服比

棉布和化纤衣服更容易产

生静电，吸附花粉，并将其

携带至室内。因此，外出应

选择表面光滑材质的衣服。

此外，可以戴上帽子避免头

发沾上花粉。

另外，有些人会有疑

问，为什么戴了口罩仍会有

过敏症状？“这是因为任何

款式的口罩都无法 100%

拦截空气中所有花粉。此

外，花粉会随着空气进入室

内，患者在室内取下口罩仍

能吸入花粉。还有，除了通

过呼吸道吸入途径，花粉

还可以通过面部、颈部、手

部等皮肤接触引起过敏反

应。”关凯解释道，“如果按

照防护建议做好了防范措

施，仍然出现过敏症状，那

就要使用抗过敏药物了。轻

者可自行购买非处方药，如

症状进一步加重，一定要及

时就医。”

（综合）

春天重在疏肝化瘀

传统医学认为，人之所以

会生病，不外“正邪”二字。正

气不足，不足以抵御邪气 ；邪

气太盛，损伤人体正气。春季

五行属木，五脏在肝，肝脏具

有调畅人体气血津液、促进消

化吸收、调节精神情志、贮藏

血液、濡养筋脉爪甲等作用。

中医认为，如若肝失疏泄，则

百病丛生，尤其是“瘀证”。

临床发现，这些瘀容易

发生在胃肠、血脉和脏腑。肝

失疏泄，胆汁排泄失常，会滞

在胃肠，引发胁痛、腹胀腹痛、

便秘等问题 ；肝失疏泄则气

滞气逆，此时容易导致血行不

利，以致脉中血瘀、心脉瘀阻

而诱发胸痹、心痛、中风偏瘫

等 ；气机不畅还会影响脾运

化水湿的功能，水湿不化，内

生痰饮（体内水液不得输化，

停留或渗注于体内某一部位

而发生的病证），导致气滞、痰

凝、湿聚等，进而使脏腑功能

失调，容易诱发各类疾病，甚

至肿瘤。因此，化瘀证是春季

保健的重要主题，建议从两方

面入手。

首先畅情志。肝喜条达，

心情舒畅，肝气得舒，气血才

能运行通畅。中医认为，气为

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通过

促进脏腑功能活动而推动血

行。气同样能推动津液运行，

气机不利，则出现气滞水

停、气滞痰阻。故调畅气

机能维持气血津液正常运

行。春季肝气最旺，此时

“畅气机”有四两拨千斤之

力。建议大家选择春风和

煦的天气，多进行户外活

动，散步、登山远眺，此时

心旷神怡，吐故纳新，呼浊

吸清，身心就畅快了。平时

脾气急躁，有抑郁倾向的

人群，可在医生指导下服

用逍遥丸调理 ；肝郁化火者

（表现为容易上火、经常失眠、

心悸），可用加味逍遥丸 ；气滞

血瘀者（表现为胁肋部、腹部

疼痛等），可遵医嘱用行气活

血药，如血府逐瘀丸等。

其次调饮食。春天肝旺，

易横逆犯脾胃，影响脾胃运化

功能。所以，春季容易出现脾

胃虚弱病症。当脾胃虚弱时，

就不能很好地运化水谷精微，

容易导致气血不足，进而不能

运化水湿，则痰饮内生。建议

春季饮食要清淡，多吃易消

化的食物，少吃油腻、甜食、

烧烤、煎炸等滋腻易伤脾胃之

物。可选用菊花、玫瑰花、陈

皮、山楂代茶饮，以起行气解

郁、化痰祛瘀的作用。脾虚湿

盛、痰多便溏者，可在医生指

导下服用六君子丸调理。

（据《生命时报》）

减酸增甘解春乏
中医认为，“当春之时，食味宜减酸益甘，

以养脾气”，意思是说，春季饮食应遵循“减酸

增甘”的原则。

这是因为，春季为万物生发之时，在五行

中属木。而五脏之中肝主疏泄，性喜条达，正

应春季阳气生发、生机盎然、草木条达之象，

所以肝属木、主春季。一般来说，五脏气血在

本脏所主的季节最为旺盛，春季肝之气血旺

盛，木旺克土，肝气过旺就会直接损害属土的

脾，此时养生需抑肝补脾。而要抑制过旺的肝

气却又不能使它受损，最佳途径就是饮食调

理，这就与五味有了关系。中医认为，饮食中

的五味各入五脏，即酸味入肝、苦味入心、甘

味入脾、辛味入肺、咸味入肾。在中医看来，

酸性食物摄入过多会影响到肝，进而妨碍人

体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表现出困乏、食欲不

振等症状。

因此，春季不妨多吃些有护肝健脾功效的

食物，比如大枣、蜂蜜、山药、芡实、莲子、花生、

百合等。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食疗方，以上

食物，可每天挑选 2-3 种与粳米一起煮粥食

用，方便又美味。           （据《生命时报》）

荠菜是补钙大户

春暖花开，正是荠菜飘香的季节。自古人们

就采集野生荠菜食用，2500 多年前的《诗经·邶

风·谷风》中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诗句。

不少文人更是对其情有独钟，苏轼称其“天然之

珍”，辛弃疾也留有名句“春在溪头荠菜花”。

除了美味，荠菜也有不少营养优势。第

一，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较高，为 1.7 克/100

克，有助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调节肠道

菌群。第二，胡萝卜素含量高，每 100 克高达

2590 微克。胡萝卜素在体内能转化为维生素

A，有利于保护视力，预防夜盲症，对提高机

体免疫力、增强抗感染能力、清除自由基等有

一定帮助。第三，维生素C 含量较高，为 43 毫

克/100 克，超过多数柑橘类水果。第四，钙含

量尤其突出，高达 294 毫克/100 克，远高于

其他蔬菜，接近牛奶的 3 倍。当然，荠菜吸收

利用率要低于牛奶等乳制品，烹调时焯水有

助提高钙的利用率。荠菜还含有类黄酮等活

性物质，这类植物化学物具有抗氧化、抗微生

物、抗突变、保护心血管、抑制炎症反应、增强

免疫力等多种好处。

荠菜的食用方法很多，可炒、煮、炖和做

馅，如荠菜炒鸡蛋、荠菜豆腐汤、荠菜猪肉馅饺

子等。咀嚼能力不好的人群，可将荠菜切碎剁

细，包成饺子或做成肉丸。           （综合）

春季为何眩晕多
中医认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意思是

说，凡与眩晕有关的疾病都与肝相关。春季风

气当令，春拂大地，草木发芽返绿。随着春气上

升，肝气旺盛，平日脏腑功能不足的人就容易

头痛、眩晕。看看您的眩晕属于下面哪种情况，

如何对症缓解？

肝肾不足型。这类患者多表现为头面潮

红、五心烦热，春季气温上升即感不适，经常腰

膝酸软、精神萎靡、健忘头晕，这多是肝肾阴液

不足所致。调理建议滋补养阴，晚上早休息，不

运动，远离电视、手机，注意肝肾保养。中药可

服用左归丸，平时多按摩三阴交（小腿内侧，足

内踝尖上 3 寸，胫骨后方凹陷处）、足三里（外

膝眼直向下四横指处）等穴位。

气血不足型。这类患者多表现为面色不

华，稍动即有气短心慌、头晕加剧的症状，平时

经常腹胀腹痛、神疲乏力、倦怠懒言。春季，脏

腑功能相对不足，心脑供血相对减少，不能上

荣头脑，因此容易出现头晕。中药可服用归脾

丸、十全大补丸，还可按摩风池（颈后部两条大

筋入发际 0.5 寸处）、百会（位于头顶正中线与

两耳尖连线的交叉处）等穴位。

风痰上扰型。这类患者多表现为头重昏

蒙、胸闷恶心，春季风气当令，风气易袭头面。

平日身体痰湿不化、脾胃虚弱的人群，一定要

清淡饮食，中药可服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平时

多按摩阴陵泉（小腿内侧，膝下胫骨内侧髁下

方凹陷中）、丰隆（外膝眼和外踝连线的中点）

等穴位。

肝郁化火型。这类患者多表现为头目胀

痛、口苦、失眠多梦、心情急躁易怒，每当遇到

烦劳时眩晕加剧。中医认为，肝郁化火，火随风

动，上扰清窍，所以易发眩晕。中药可服用逍遥

丸，还可按摩内关（一手握拳并屈起手腕，会看

到两条突出的肌腱，内关穴就在这两条肌腱之

间，另一只手并起三指放在腕横纹上，就是内

关穴所在处）、太冲（拇趾、次趾夹缝向脚背方

向二横指即是太冲穴）等穴位。

肝胆湿热型。这类患者多表现为耳鸣耳

聋、胁痛口苦、大便不调、小便短赤、头晕等症

状，男性可出现睾丸肿胀热痛，女性多有外阴

瘙痒等表现。这是因为春季来临，肝向外升发

的特性使热上溢清窍，从而造成眩晕。中药可

服用龙胆泻肝丸，或按摩风池、内关、百会等

穴位。                          （综合）

防疫须升级有花粉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