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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

健康小知识

入睡难、睡眠浅、醒得早、白天困……
随着工作、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多的人
饱受睡眠问题困扰，进而引起多种疾病发
生。“失眠、睡眠不足可由多种因素导致，
中医将其分为十余种类型，强调辨证论
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宋军表示，睡眠是最简单的养
生保健方式之一，“不需花费过多，养成良
好睡眠就能促进健康”。

长期熬夜可致阴阳两虚，诱发多种疾
病。宋军介绍，中医认为，白天阳气旺盛，
是人们工作、学习的最佳时间；晚上阳衰
阴盛，阳潜入阴，人也需要休息，因而进入
睡眠状态。总是熬夜、晚睡则会损耗阴
液，引起“上火”，长此以往人体将阴阳两
虚，百病丛生。

宋军表示，白天经常犯困、体能下降、
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较大等都是睡眠
不足的表现。“晚上感到困的时候，实际上
就是身体告诉你要睡觉了，这时候要赶紧
入睡，才能比较进入好的睡眠状态，获得
好的睡眠质量。一旦困意过去，人们反而
容易睡不着了，导致入睡困难，也会影响
睡眠质量。”他说。

“四两拨千斤”，改善睡眠有助患者恢
复健康。对于已经患病的人群，保证良好
睡眠也有助于延缓疾病进程，加速康复。
宋军称，他在早年行医时偶然发现，通过
调节睡眠可以让帕金森综合征、心脑血管
病、糖尿病等患者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
由于看到了改善睡眠给患者带来的真实
好处，如今，他在治疗过程中非常关注病
人的睡眠情况。

“帮患者睡好觉有利于让他们在一定
程度上恢复阴阳平衡、稳定情绪、增强免
疫 力 、提 升 体 能 ，从 而 更 好 地 和 病 魔 抗
争。”宋军说。 （袁馨晨）

睡眠是最简便的
养生治病方法之一

李女士今年 40 岁，是一名外企主管，
常常会因为工作繁忙而加班到深夜，平时
总是会觉得喉咙有异物感，使劲地清一清
嗓子，还有些黏黏的白痰，口干，疲倦，还
很容易烦躁。她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问
题，就没放在心上，只是偶尔喝一些蜂蜜
柚子茶。这些天因为手头上事情多，李女
士便又开了几天“夜车”，她的老毛病又犯
了，这次还伴有咽痛，声音嘶嘶的，讲话都
颇为费力。李女士自己吃了些西药中药，
却不见好转，于是找到了中医专家德叔。

德叔分析：
气阴不足，虚火上炎
德叔认为李女士咽痛、咽部异物感是

由于经常熬夜，导致气阴耗损，引起虚火
上炎所致。治疗上清肺利咽的同时，兼以
降虚火，补养肝肺之气阴。用麦冬、女贞
子、白芍养肝肺之阴而降火，牡丹皮清肝
热，牛膝引火下行；海蛤壳清肺利咽，太子
参、山药、黄精补气生津。服用第一剂药
后，李女士便觉咽部清爽了许多，七剂药
吃完，咽痛、咽部异物感都没有了，讲话声
音也一如往常。
预防：

揉揉太溪、太白、太冲，调养肝脾肾
德叔建议李女士每天揉一揉太溪穴、

太白穴、太冲穴，来调养肝、脾、肾。太溪
穴是足少阴肾经的常用腧穴之一，可补养
肾脏，位于足踝区，在内踝尖与跟腱之间
的凹陷处；太白穴属足太阴脾经，可健脾
和中，位于足内侧缘，足第 1 跖骨关节后
下方赤白肉际凹陷处；太冲穴是人体足厥
阴肝经上的重要穴道之一，可平肝息风，
位于足背侧，第 1 跖骨间隙的后方凹陷
处。

德叔养生药膳房：
冰糖萝卜梨饮
材料：白萝卜 100 克、百合（干品）20

克、梨 1 个、冰糖适量。
功效：清热生津，润燥化痰。
烹制方法：将梨、白萝卜洗净去皮，切

块，百合洗净稍浸泡，与白萝卜、梨一起放
入锅中，加 5 碗水（约 1250 毫升），武火煮
沸后改为文火 30 分钟，加入适量冰糖即
可。 （陈映平）

揉揉“三太”穴
不再犯咽痛

年龄越大，血管越窄，杂质越多

为什么颈动脉最容易堵？
在我们的脖子前方，气管两侧，各有

一条小拇指粗细的动脉血管，它是血液
从心脏流向头脑部的主干河流，这就是
颈 动 脉 。 如 果 你 用 手 在 下 颌 角 往 下 触
探，就能摸到这两根动脉随心脏的搏动
而跳动。

颈动脉一旦被堵，大脑就会严重缺
血，8 分钟大脑就会被损伤，出现失明、失
语、半身不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脑
梗”、“脑中风”！如果时间再长一些，甚
至会出现脑死亡。

统计资料显示，约 2/3 的脑梗塞与颈
动脉有关。颈动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直接连通大脑，一旦被堵后果不堪设想！

这10种清血管的食物要常吃

黑木耳：黑木耳中所含的腺嘌呤核
苷，具有抑制血小板凝聚的作用。

生姜：生姜中所含的姜油酮、姜烯酚

等物质具有抗凝血功能，多吃不易出现
血栓。

大蒜：大蒜中所含的阿霍烯是一种天
然的血液稀释剂，可增强心脏的收缩力
量，预防血栓形成。

洋葱：洋葱中所含的槲皮酮能抑制血
小板凝聚，对抗血栓形成，还能使动脉血
管内壁光滑，富有弹性。

鱼类：经常吃鱼类，特别是吃深海鱼
类，如鲑鱼、鲔鱼等，不仅可以预防心血
管疾病，降低胆固醇，还可以减少心血管
疾病达 52%以上。

绿茶：绿茶中的茶多酚，能提高机体
抗氧化能力，增强红细胞弹性，缓解或延
缓动脉粥样硬化。经常饮茶可以软化动
脉血管。

荞麦：荞麦中含有的芦丁，是其他粮
食作物没有的。芦丁能促进细胞增生、
防止细胞凝集，对血管系统有保护作用，
还可以增强血管壁的弹性、韧度和致密
性，几乎对所有中老年心脑血管疾病都
有预防和辅助疗效。

玉米：玉米富含脂肪，脂肪中的不饱
和脂肪酸，有助于减少胆固醇在血管中的
沉积，从而软化动脉血管。

茄子：茄子含丰富的维生素 P，有软化
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防止毛细血
管破裂，对防止小血管出血有一定作用。

海带：海带中含有丰富的岩藻多糖、
昆布素，既能防止血栓又能降胆固醇、脂
蛋白，抑制动脉粥样硬化。

如何预防颈动脉堵塞？

1、控制好“坏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又被称为“坏的胆固

醇”，时间久了容易引起动脉硬化。平时
要少吃一些油炸食品，油炸食品是低密
度脂蛋白的主要来源。

2、定期做颈动脉彩超
颈动脉彩超，全称“颈部血管彩色多

普勒超声检查”，是筛查颈动脉粥样硬
化、脑血管病危险因素的最便捷的手段，
可以在平时的体检套餐中，加上一个颈
动脉超声检查，价格在 100 元左右，非常
关键。

3、及时发现身体信号
颈动脉堵塞早期可能表现为突发头

晕，时不时一侧面部、肢体无力或麻木，
或者短时间内言语困难、眼前发黑等，此
时就应该做颈动脉彩超检查。

4、控制好“慢性疾病”
平时还要控制高血压、糖尿病、高血

脂、肥胖等慢性疾病。生活中要做到戒
烟限酒，控制肉类、油脂、盐的摄入量，增
加水果、奶、谷物及薯类食物。

健血管：冷热水浴

冷热水交替沐浴就像给血管做锻炼，
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血管弹性。

先用温热水洗，再用稍凉的水冲洗，
特别是对着颈部两侧血管冲。注意冷水
以人体感觉微凉为度，一般以 25°C 左右
为宜。但水温不宜相差太大，而且要以
温水结束淋浴。不能接受冷水的，也可
以试着先用冷水擦身。这种方法对于体
质较弱的人不适合。

通血管：喝好3杯水

保持血管畅通，是长期的事情，多饮
水就是最好、最实用的通血管方法，记得
喝好这三杯水：

睡前半小时：睡前半小时喝半杯温开
水，对降低血液黏稠度，预防血栓很有帮
助。

清晨起床后。
起夜时：除了早晚喝水，很多人半夜

起床比较多，要在床边放杯水，半夜起来
就喝上一口。心肌梗死多发生于午夜两
点左右，这个时间补水也很重要。最好
别喝凉的，容易驱散睡意。

（凤 凰）

这根血管一旦被堵后果很严重
会导致“脑梗”、“脑中风”甚至会危及生命

肺部疾病：发烧肺炎很伤心

“俗话说，心肺不分家。肺部疾病可
以说是心脏段数最高的‘损友’，”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张海澄告诉
记者，肺一旦出问题，心就会受影响。肺
心病指的就是肺源性心脏病，中老年人
尤其要当心。

张海澄说，肺部疾病这个“损友”对
心脏的破坏方式主要有：一是如果心脏
本身有结构、功能等问题，最害怕的就是
感冒发烧、肺炎等呼吸系统疾病，这很容
易加重心脏负担。二是慢性肺心病，主
要由慢性呼吸道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
慢阻肺等引起。三是急性肺心病。举例
来说，某位患者腿上有血栓，一旦脱落上
行到右心脏，接着堵在肺动脉导致肺栓
塞，就会诱发急性肺心病，死亡率高达
80%以上。此外，高原性肺心病也是由肺
部引起的心脏疾病。

肺心病治疗以肺部疾病为主，比如用
支气管解痉药，必要时运用抗菌药、吸氧
等，同时也要针对心脏疾病症状进行治
疗。由于肺心病多侵犯右心，因此需更
加注意利尿问题。张海澄还提醒到，慢
性肺心病患者需要生活得更加精细，一
定要戒烟，否则更伤肺和心；注意别着
凉，减少感冒发烧；勤打扫，保证环境卫
生，减少粉尘、有害气体等。

肾病：排尿困难给心脏加压

近 期 ，一 项 发 表 在《美 国 肾 脏 病 学
会》杂志上的最新研究发现，肾病是全球
心脏病死亡的主因之一。研究者对 188
个国家 1990 年~2013 年 6 个不同时间点的
数据分析发现，2013 年肾脏功能下降与
全 球 4% 的 死 亡 人 数 有 关 ，即 220 万 人 。
其中，一半以上的死亡与心脏有关，另有
近一半死于肾衰竭。

张海澄表示，一方面，肾脏是重要的
排水器官，它出问题水不能顺利排出体
外，血液量增加，便会导致回流到心脏的
血液增加，损害心功能；另一方面，肾脏
或肾动脉病变，会使肾分泌激素增多，导
致血管收缩，血压增大，心脏肥厚，损伤

心功能。
“治疗上，与普通心脏疾病相比，最

大的不同便是利尿最重要，”张海澄说，临
床上对肾脏疾病引起的心脏问题，通过多
种方法解决了利尿问题，患者的心脏异常
状况就能很快好转。建议心脏病患者每
年做一次血检、尿检，尤其是晨尿微量白
蛋白的检查。

脑卒中：严防血栓和狭窄

一定程度上讲，心脑是一个整体。心
脏病和脑卒中有很多共同的“敌人”，如
高血压、高血脂、吸烟等，两者也可以说
是互为损友。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新西兰奥克兰大
学等研究人员发现，无冠状动脉疾病的
患者，发生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后，出现无
症状冠状动脉疾病的平均值为 52%；卒中
一年后心梗的风险为 3%，近 1/3 的患者
有超过 50%的冠状动脉狭窄。南方医科
大学南方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许顶立告
诉记者，临床上，脑卒中和心脏病同步发
生、卒中后突发心梗或心梗后突发卒中
的情况，确实都不少见。脑卒中后要尤
其关注心脏健康，建议患者遵医嘱做好
相关检查，服相关药物。其他脑部疾病
如癫痫、脑水肿等，也会增加心脏病风
险。

此外，心脏病尤其是心房纤颤、冠心
病等，是脑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一是心
脏本身病变产生的左房血栓会进入血液
循环，可能堵塞脑部血管诱发脑栓塞；二
是严重心脏功能障碍会导致心脏输血量
减少，脑部缺血，致使脑供血不足和血栓
形成。这也提醒心脏病患者，一定要遵
医嘱治疗，调整生活方式，控制好病情发
展，改善心功能，避免被脑卒中纠缠上，
房颤病人尤其要坚持抗凝治疗。

甲亢和甲减：激素异常流向心脏

很多人对甲状腺结节非常恐惧，但对
甲亢、甲减等则重视不够。其实，任何激
素都要到心脏。甲状腺生病了，它分泌

的甲状腺激素就会出现异常，进而可能
伤害心脏。许顶立说，以甲亢为例，它会
过量分泌甲状腺激素，从而导致心动过
速、心肌受损。

“甲亢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心脏问题，
比如心脏增大、心律失常、心衰等，其中
心律失常中以房颤和早搏尤其常见，”张
海澄告诉。有关数据表明，甲亢患者的
房颤风险比正常人高出 30%~50%；老年甲
亢患者中，20%~30%有房颤问题，心血管
并发症是甲亢患者死亡的主因之一。持
续甲减也容易导致胆固醇明显增高，出
现心包积液等，进而加大心脑血管疾病
的风险。

许顶立提醒，甲亢患者一定不要轻易
做造影，这很可能会诱发或加重病情，应
在相关评估后再做。复旦大学附属华山
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吴晞曾提醒，
70 岁以上老人患上甲状腺疾病后，房颤、
心衰等风险大大提高，应尤其重视，每一
两年查一次甲状腺 B 超。生活中，心脏
病患者尤其要避免熬夜、情绪紧张、压力
过大，以免增加甲状腺疾病风险。

胆囊炎：引发心律失常和心梗

“临床上，我们曾接诊过一位年轻男
性，他患有严重的胆囊炎，送来时已经心
梗了。我们通过心脏造影发现，他的冠
状动脉正常。”许顶立告诉记者，胆心病
也叫胆心综合征，是指原发病在胆囊（如
胆结石、胆囊炎等），由此引起的心绞痛、
心律不齐甚至心梗等。

胆的问题之所以会损害心脏功能，主
要是因为胆和心脏有部分交叉的支配神
经（T4~5 脊神经），当胆囊疾病发作时，胆
道出现炎症或胆管内压力会增高等，患
者剧烈疼痛，这就可通过神经反射引起
冠状动脉收缩，导致血流量减少，从而出
现心脏问题。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胆红素、胆酸等迷走神经兴奋物质的分
泌，也可能抑制心肌细胞能量代偿，降低
心脏活动功能。

许顶立表示，一般来讲，胆心病的发
生也表明，主人的冠状动脉本身可能已
经出了点问题。胆心病的治疗，应以原

发病胆囊疾病的治疗为主，单纯采用扩
张 冠 状 动 脉 的 药 物 治 疗 ，疗 效 常 不 理
想。比如由胆心病引起的心律失常，一
般抗心律失常药物效果往往不好，换成
可减轻胆绞痛的药物时，反而可能更有
效。许顶立最后提醒，除了胆囊疾病，胃
部疾病尤其是反流性食道炎也可能诱发
心脏问题，即胃心病。但临床上引起心
肌梗死的很少见。

坏心情：心脏真会被气病

心理因素对心脏的影响之大，可能
是你未曾想到的。张海澄提及一个十分
有趣的现象，有些爱生闷气的人，尤以
中老年女性居多，生闷气后，心尖部会
膨出，好比气球鼓出一个大包。经过十
多天治疗，患者气消了，大部分都能恢
复正常，称为应激性心肌病（心尖球囊综
合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
内科副主任刘梅颜告诉记者，这背后的
机理十分复杂。简单地说，跟人在焦虑、
生气、愤怒等时，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增
加，人体释放大量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
素等有关，它们会让血管收缩，引起类似
心脏病症状。据调查，约有 50%~60%的心
脏病患者合并有心理问题，也就是患上
了“双心病”。

刘梅颜说，更年期男女，从事高度紧
张的职业，性格内向或爱着急、容易敏
感、有压力不爱宣泄等人群，发生“双心
病”的几率更高，需尤其警惕。治疗上，
是先治心脏疾病还是心理疾病，要根据
患者具体病情。如已经出现明显的心绞
痛、心肌梗死等，肯定要先治疗心脏。针
对心理疾病的防治，我们始终认为药物
治疗要放在最后，首先可多让患者跟亲
人好友在一起，给情绪找个安全的宣泄
口；其次，建议每天坚持运动 40 分钟，有
助于良性激素的恢复；再次，坚持多样化
饮食，补足各种营养素；最后，在必要时
使用一些抗焦虑、抗抑郁药物等。如出
现“双心病”的相关症状，建议到专科医
院的“双心门诊”就诊。

（江大红）

心脏的
六大“损友”

我们的血管就像自来水管一样，年龄越大，血管内沉积的垃圾也就越多。这些垃圾会
积累而成斑块，不及时清理，斑块会越来越大，血管一天比一天窄，最终把血管堵死了！

其中，我们身上有一处血管最容易堵，堵了之后最危险，很多人因此失明了、不能说话
了、半身不遂了、甚至瘫痪了才发现，这个血管就是——颈动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