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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冬至后的第
108 天，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与端午节、
中秋节、春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清
明这一天或前后几天经常下雨，故唐代杜
牧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的著名诗句。清明时节为何雨纷纷？清明时
节该如何养生？今天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来
聊聊。

我国古代并没有礼拜概念，只有“问
候”概念。问候的“候”其实是一个时间
概念，在古代，一候就是五天，一年共有
72 候，记起来麻烦，于是乎有了 “气
候”。啥？气…候？没错，这个“气候”跟
我们现代说的“气候”不是一个概念。这
个气候的“气”在古代也是时间概念，三
候为一气，也就是半个月，“二气为一
节，三节为一时，四时为一岁”，故而有
了后来的二十四节气，实际上是二十四
气，十二节。

清明就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岁时百
问》中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
故谓之清明。”如其所言，清明时节，此时
已进入春季之末，地之清气上升迅速。《黄
帝内经》言“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
地中清气迅速上升形成云，天地相交，天气
下降形成雨，因此清明时节会阴雨连绵。再
从《易经》的消息卦来看，此时对应为夬，

《易经》“夬，决也。健而说，决而和。”
夬，上兑下乾，兑为泽，乾为天，泽上于
天，水都腾上天了，自然要降下来，所以
清明时节雨纷纷，那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无足为怪。犹如 《易经》 乾卦彖辞云: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万物依此而
生，一派天清地明之象。

清明时节，依 “五运六气”学说推
算，属于主气二之气“少阴君火”阶段。
《黄帝内经·四时刺逆从论》记载“少阴
有余，病皮痹隐疹；不足病肺痹；滑则病
肺风疝；涩则病积溲血。”

也就是说，这个节令，天人相应，人
体的阳气随着自然界的阳气上升外透，
对于内热较甚（少阴有余）的人，如果外
受寒邪痹阻，阳气会雍滞于皮内，荨麻疹
等皮肤病多发，甚至内热痹阻耗伤肺气，
形成疝气；而对于素体阳气不足（少阴
不足）的人，因为阳气上升外散过多，易
导致肺气不足而形成特有的痹证，即各
种以咳嗽、喘息为主要表现的呼吸系统
疾病，甚者阳气耗散过多，血涩不行，导
致内生积聚如肿瘤等疾患，还有可能出
现尿血。

所以这个时节，我们养生要因人
而异。对于阳热偏盛之人，应该顺应
此时阳气上升之性，多运动，让阳气

外散出去，避免肌表受凉导致阳气雍滞
于内。而对于阳气不足之人，应该反其
道而行之，避免过多的扰动阳气，从而
减少阳气散于外。这里我们还要说说清
明灸。顾名思义，清明灸，是在清明时节
艾灸，中医认为艾叶的温性和自然界上
升的阳气相合，此时艾灸，温补的作用
更好，养生却病，事半功倍。但在这里要
提醒大家，清明灸只适用于阳气较弱之
人。

清明节又称“寒食节”，有些地方还保

留着清明禁火吃冷食的习惯。笔者认为禁火
是对的，此时风木阳气上升外散，遇火极容
易形成风火相煽的燎原之势，所以应该小心
火灾，特别是我们清明祭祖扫墓的时候尤需
要注意这点。而冷食笔者并不赞同，清明时
节阳气已从地中上升，人体脾胃的中土阳气
处于相对较少、较弱的状态，如果还食以寒
凉，岂不更加耗伤阳气？所以我们应该服用
一些温热的食物，比如韭菜等性温的时令蔬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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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 该如何养生

春暖花开，正是赏花好时节。3 月 28
日，记者走访省城部分医院眼科了解到，连
日来，门诊中被确诊为过敏性结膜炎的患
者有明显增多趋势, 而且这些患者多数在
发病前都去过野外郊游、赏花。对此，山西
省眼科医院角膜病科主任医师杨纪忠提醒
大家，在外出赏花时，尽量不要用接触过花
粉的手去揉眼睛，同时勤洗手消毒。

花粉过敏小朋友居多
上周末阳光正好，5 岁的丹丹（化名）

跟家人一起去公园。看到盛开的花海，丹丹
和妈妈都特别兴奋，各种拍照。第二天早晨
起床，妈妈发现，丹丹一直在揉眼睛，还说
眼睛不舒服，因为当时眼睛不是特别红，也
没看出其他的异样，妈妈就没太在意。不
想，到中午时，丹丹的眼睛越来越红、越来
越痒，妈妈觉得不对劲了，就带孩子到医院

检查。结果被确诊为卡他性结膜炎。医生
介绍，这是结膜对外界过敏原的一种超
敏性免疫反应。这其实是常见病，主要集
中在 3-10 岁的孩子身上。

医生解释，过敏性结膜炎的发病主
要是和过敏性体质有关。一部分孩子在
出生时就是过敏体质，过敏源主要是花
粉、尘螨、动物毛发等。到了春季，百花争
艳，对花粉过敏的人又多，所以这个时间
段，很多人都会患上春季卡他性结膜炎，
及时治疗症状会得到改善，到了秋末天
寒时症状会自动消失。

症状凶猛但不会影响视力
杨纪忠介绍，过敏性结膜炎的症状，

看起来比较凶猛。比如说，眼睛奇痒，难以
忍受，看上去很红。再比如说，会有稍微黏
腻的分泌物，怕光、有异物感等。严重的眼

白有小水泡，水肿得厉害，像小核桃似的，甚
至会有黑眼圈。如果小朋友使劲揉眼睛，这
些症状都会明显加重。其中30%的患者也会
伴有过敏性鼻炎，总是揉鼻子。

那到底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视力？“一
般来说，过敏性结膜炎经过及时的正规治
疗，不会对视力造成影响，大家无需紧
张。”杨纪忠说。

过敏人群赏花须谨慎
“对于过敏性体质的人群来说，要尽量

远离过敏源。”杨纪忠提醒，过敏性体质人群
还可以提前准备抗过敏的眼药水，以应对在
春秋两季高发的过敏性结膜炎。

此外，如果眼睛出现发红、发痒、流泪、
畏光等不适症状，切不可用手揉眼睛，也不
建议自行到药店购买眼药水。“如果患上
了过敏性结膜炎，普通的眼药水作用并不

大，频繁揉眼睛则会擦伤角膜上皮。”杨纪
忠建议，出现眼部不适症状后，应及时前往
就近的眼科医院就诊，切勿因为长期错误治
疗导致其他眼病的出现。

如何预防花粉过敏？
专家表示，预防花粉过敏最有效的方

法，就是避开过敏源。如今，正值赏花季，
“虫媒花粉”大量飘浮在空气里，外出踏青
赏花时，应尽量避开连晴起风天，不妨选择
雨后，地点最好选在开阔地带的单纯花田；
出门前，最好戴上口罩和眼镜，口罩能够阻
挡一部分的花粉，医用一次性口罩就能起到
很好的防护作用。

专家还建议，花粉颗粒沾到鼻毛上，最
好用生理盐水洗鼻。有过敏病史的人，事先
口服扑尔敏、开瑞坦等抗过敏药物，能减轻
花粉过敏的症状。 山西晚报

春季赏花 要警惕过敏性结膜炎

春雨叮咚，春笋冒头。雨后春笋生机蓬
勃，十分符合中医养生中提倡的“春生”的
意义。笋有脆嫩甘鲜、爽口清新、味道鲜美、
食而不腻的特点，苏东坡称道：“无竹令人
俗，无肉使人瘦。若要不俗也不瘦，餐餐笋
煮肉。”

不过，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
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唐梁提醒，笋虽甘美，
却滑利大肠，无益于脾，因此有“刮肠篦”
的俗称，假如吃不得法春笋就会变成“春
损”。

根据笋的产地、发笋之时不同又分
很多种：淡笋、甘笋、苦笋、冬笋、春笋。唐
梁介绍，笋性味甘、微寒，无毒;利膈下
气，化热消痰爽胃。多数用于食用，一般
不入药。

现代研究发现，笋含有一定量的蛋白
质、糖类、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B1、B2、
维生素 C 以及钙、磷、铁、镁等，含多种人
体必需氨基酸。笋中纤维素含量较高，在
肠道内可以减少人体对脂肪的吸收，增加
肠道蠕动促进粪便排出，不仅能防治便
秘，而且可降低与高血脂有关疾病的发病
率。

另外，笋不含脂肪、淀粉少，属于天
然低脂、低热量的食品，是肥胖者的减肥
佳品。

食用注意：
唐梁介绍，笋是竹子初从土里长出

的嫩芽，以嫩的口感最佳，挑选时看其颜
色，以嫩黄色为佳、笋肉颜色越白则越
嫩。笋节与笋节之间越鲜嫩越好。他提
醒，吃笋还有以下注意事项。

1、春笋食用不宜过量。在食用笋时，
应将它烧熟煮透，或用开水烫 5~10 分
钟，然后再配其他食物炒食。这样，大部

分草酸在高温下分解，又减少其涩感，使味
道更鲜美。

2、笋中所含的草酸很容易和钙结合成
为草酸钙，因此患有泌尿道结石的人不宜
多吃。因笋中含的草酸会影响人体对钙和
锌的吸收和利用，所以生长期的儿童及骨
质疏松者应注意不宜多吃笋。

3、笋性味甘寒，含较多的粗纤维素，凡
脾胃虚弱、消化道溃疡、肝硬化、食道静脉

曲张、慢性肠炎等患者，忌食寒性、难消化
之物，所以不宜吃笋，以免加重病情。古人
认为，加生姜、麻油可减少其滑利大肠之
弊。

4、笋系大寒之品，大病初愈、妇女经期
产后、有过敏性哮喘的人，不宜吃笋。此外，
笋还能助发疮毒，发湿毒，故凡湿疹、痈疮患
者，也应忌吃笋。

推荐菜式：
1、鸡味春笋条。材料：春笋 500 克，鸡

汤 1碗，干辣椒 2 只，麻油 25 克，料酒 1
勺，生姜、白糖、盐少许。

做法：将笋剥去笋壳，洗净，切条，入开
水焯 5 分钟捞出，过凉水，与鸡汤、麻油、生
姜一起下锅用中火烧开;倒 1勺料酒加干辣
椒，用小火煨 8分钟;加盐及白糖调味，再煨
片刻即可。

2、雪里蕻炒笋片。材料：雪里蕻(腌制)
250 克，鲜笋 250 切片，红辣椒 (切小块)2
个，食用油、白糖适量;

做法：将腌制好的雪里蕻提前半小时浸
在清水里，之后捞出洗净，切成碎末。笋片用
水煮开 5分钟后捞出。炒锅烧热，加食用油
到七成熟，放入笋片翻炒。再放红辣椒快、雪
里蕻和适量白糖。盖上锅盖，闷至雪里蕻变
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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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不当 春笋变“春损”

你知道吗？睡眠不好跟睡姿、卧具有
关，而睡姿不正确、卧具不合适，不但影
响休息，甚至会引起或加剧颈椎病，但如
果睡对了，却是可以有效防治颈椎病的，
尤其是对经常出现脖子痛、肩膀酸、抬头
困难、手麻等症状的二三十岁年轻“低头
族”来说，这可不仅仅是亚健康的问题。
如果已经被脊柱外科门诊诊断为 “颈椎
曲度变直”“颈椎反弓”，又很难改变长
期低头玩手机、看电脑、伏案工作等习
惯，不妨从睡觉入手，努力拯救一下自己
的颈椎。

建议睡姿：头颈保持自然仰伸位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脊柱

外科一区主任张忠民介绍，仰卧位能
够很好地维持颈椎的自然弧度，适合
有颈椎或脊椎病痛的人。仰卧位一般
将头颈部置于枕头中间凹陷处，使枕
头的支点位于颈后正中处，并与颈背
部的弧度相适应以保持颈椎的正常生
理曲度。

选择枕头：柔软、透气、可调整
张忠明介绍，针对颈椎向前凸的生理

曲度，睡眠时若颈部下方有支撑，会更适
应颈椎的前凸曲度，有利于放松颈部肌
肉，这就对我们枕头的材质、形状以及位
置摆放有一定要求。

目前市面上有不同的枕头，如蒲绒
枕、木棉枕、动物毛枕、荞麦枕、决明子
枕、橡胶枕、记忆棉枕、竹枕等等。不同
材质的枕头各有优缺点，在选择枕头时
我们谨记一个原则：柔软、透气、可调
整。

忌高枕。还在提“高枕无忧”？医生
说，不单在睡眠中，在日常休息时，如卧床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等都尽量避免使用
高枕。高枕状态使得头颈前凸曲度加大，
不仅椎体前方的肌肉与前纵韧带易因张
力过大而出现疲劳，容易引起慢性损伤。
同时，椎管后方的黄韧带可向前突入椎
管，以致椎管增加了来自后方的压力。

忌无枕。无枕使得头颈部处于仰伸
状态，易使后方的黄韧带向椎管内陷
入，以致压迫刺激脊髓。特别是椎管狭
窄者。

宜元宝形枕。关于枕头形状选择，最

佳应该选用中间低、两端高的元宝形。因为
其能利用中间凹陷部来维持颈椎的生理曲
度，对头颈部可起到相对的制动与固定作
用，减少在睡眠中的异常活动。次之可选用
平枕。但禁止选用中间高、两头低的山丘
形。

选择床垫：颈椎病人床垫不是越硬越好
棚床：最大的缺点是由于人体重量

的压迫而形成中央低、四边高的状态。当
编织物松弛后，则增加腰背部卧侧肌肉
的张力，头颈部的体位处于相对升高位
置。

钢丝弹簧床：不适用于颈椎病及其他
脊柱伤病患者。

钢架木条床：可维持脊柱的平衡状态
而有利于脊柱或下肢伤患者。

袋装弹簧床垫：可根据人体各部位负
荷大小的不同和人体曲线的特点，选择不
同规格与弹性的弹簧合理排列，以达到维
持人体生理曲线的作用。

其他床垫：泡沫塑料床垫，通气性太
差;气垫床或水床，床垫内通过气体或水流
的流动调整患者躯体的负重点，适用于严

重的瘫痪、瘦弱、高龄患者，但价格昂贵。
很多老年人有个观念，觉得越硬的床垫

对脊柱越好，其实并不是，床垫应该选择软
硬适中的，一般选择形变在 5 厘米的床垫较
好，既可以防止皮肤压红，又有一定的舒适
性。对于颈椎病病人床垫选择同样如此，太
软的床垫可能引起颈椎生理弯曲改变导致
颈部不适，太硬可能出现皮肤软组织受压严
重。

不同年龄阶段人群选择床垫枕头的标
准是否不同？

专家表示，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
床垫的选择大致同上，一般没有特殊的要
求。在枕头的选择方面倒是需要注意一
下。婴幼儿由于脊柱生理弯曲尚未完全形
成，加上头颅比例相对较大，一般 1 岁内
的婴儿可以完全不需要枕头。随着抬头、
翻滚以及站立的行为发展，脊柱的生理弯
曲形成后可以给予选择适当高度的枕头，
高度以自然站立时枕部和背部最高点之
间的水平高度差为宜。选择软硬适中、透
气舒适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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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头族”预防颈椎病应该这么睡

春暖花开，正是踏春好时
节，许多人喜欢采摘野菜尝鲜。
医生提醒，虽然野菜味道清新可
口，但随意乱吃可引起中毒、过
敏等严重后果。尤其要注意的
是，不少野菜属于光感性植物，
吃后晒太阳容易过敏。

“光感性植物食用之后再晒
太阳，会增加人体对紫外线的吸
收，极易诱发日光性皮炎。”武
汉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
师高英介绍，由于每个人的体质
不同，对紫外线敏感度高的人，
吃野菜后晒太阳就会过敏。但
是，每个人的过敏程度也是不相

同的，轻者会出现瘙痒、红肿、红
疹，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水疱。

专家提醒，像荠菜、香椿、马
齿苋、灰灰菜等野菜都是光感性
植物。不过，市民也不用过于担
心，这种情况可以预防。

专家建议，有过敏病史的人，
尽量少吃光感性强的野菜。吃完
野菜后尽量不在外活动，减少强
光的照射，最好晚上食用野菜。春
季采摘野菜须谨慎，不认识的野
菜不要乱吃，以免误食引起中毒。
像卫生环境差、路边的野菜，容易
受到污染，不宜采食。

人民网

春季防过敏慎食光感性野菜

随着市民踏青赏花热情日
渐高涨，武汉各大医院过敏门诊
迎来就诊高峰。专家提醒，春季
花粉过敏的“主凶”是花旁边的
树和草，还有路边不起眼的小野
花。

“大家都以为春天容易花粉
过敏是因为花团锦簇，其实这是
一个误区。”同济医院过敏反应
科主任祝戎飞说，桃花、油菜花
等颜色鲜艳的花并不容易引起
过敏。这些花都是“虫媒花”，它
们的花粉颗粒大、重而黏，在空
气中飘不起来，只能吸引蜜蜂授
粉，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对它们过
敏。

专家说，来自树、草、小野花
的花粉叫“风媒花”，是导致花粉
过敏的“主凶”。这些花粉小到肉
眼看不见，很轻，数量也多。风一
吹，花粉在空气中大量飘浮，人接
触和吸入后很容易致敏。

对于花粉过敏反应严重的患
者，最好是查出过敏原后进行脱
敏治疗。专家建议，市民外出踏青
赏花时，尽量避开连晴起风天，可
选择雨后出行，地点最好选在开
阔地带的单纯花田。可戴口罩和
眼镜，还可在脸上涂抹维生素 Ｅ
面霜。回家后换掉外套，用流水洗
手洗脸，用盐水洗鼻。

新华网

春季花粉过敏祸首是“风媒花”

人人都渴望拥有年轻的大
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
开始抱怨 “记忆力不如以前”
“大脑反应迟钝” ……要想让
大脑保持年轻，合理饮食至关
重要。

1、食不过量。经常吃太多，
体内的血液大部分调集到肠道，
以供消化所需。而大脑神经活动
的一条重要规律是兴奋与抑制
相互诱导，若主管胃肠消化的神
经中枢———植物神经长时间兴
奋，大脑的相应区域也会兴奋，
这必然抑制语言、思维、记忆、想
象等区域，导致出现肥胖和“大
脑不管用” 现象。日本专家发
现，大约有 30%~40%的老年痴
呆症病人，青壮年时期都有长期
饱食的习惯。荷兰的一项最新研
究提示，吃六分饱有助保护大
脑。建议大家食不过量，每餐只
吃六七分饱。

2、足量饮水。大脑的主要成
分是水，缺水第一个影响的就是
大脑。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口渴
时，人的反应会变慢，喝一杯水
能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这是因
为，人口渴时，大脑处理口渴感
信息占用大脑部分资源。补水之
后，这部分大脑资源就释放了，
提高了整体反应速度。建议大家
勤喝水，每次两三口，不要等到
渴了再喝。此外，每天还要重点
把握三个喝水时段：早起一杯水
（约 200~300 毫升），睡前一小
时一杯水，餐前一杯水。

3、常吃深海鱼、鸡蛋和绿叶
菜。三文鱼、沙丁鱼等深海鱼能提
供欧米伽 3 脂肪酸，它是大脑自
我修复所需的营养元素之一，能
让信息传递更通畅；蛋黄中丰富
的胆碱成分能促进大脑发育，对
提高记忆力、反应力很有帮助，其
中的卵磷脂是神经递质制造所需
的原料；绿叶菜富含抗氧化物质，
有助消灭体内自由基，延缓大脑
衰老。这些食物在适量摄入时对
心脏健康和血液循环有益，而大
脑的健康需要顺畅的血液循环提
供氧气和养分。建议每天吃鱼等
水产品 40~75 克，鸡蛋 40~50
克，蔬菜 300~500 克，其中绿叶
菜占一半。

4、远离高盐高糖食物。过量
的盐和糖不仅让我们的血管受
伤，还会加速大脑退化。美国研究
人员发现，高盐饮食加速老年人
认知能力退化，长期大量吃糖导
致记忆力下降等问题。所以，日常
饮食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
前者藏身于咸菜、火腿、方便面等
食物中，后者在甜食、甜饮料等食
物中含量较高。此外，反式脂肪
酸、过氧脂质、铝等，都是大脑“杀
手”，含有这些成分的食物要尽量
少吃：反式脂肪酸藏身于蛋黄派、
珍珠奶茶、炸薯条、薯片、糕点、饼
干、冰淇淋等加工食品中；过氧脂
质藏身于炸鱼、烤鸭等食物中；铝
藏身于油条、麻花、虾片等质地蓬
松或脆爽的食品中。

生命时报

饮食做到四点 大脑更年轻

一、多水少油
季节更替带来多风、干燥的气

候，加剧了身体水分的流失。头痛、
便秘、体重增加等症状都是因春燥
上火所致。最简单的排毒方法就是
多喝水。每天清晨起来，喝点蜂蜜
水，将有助于清洗肠道，排毒祛火。

二、多彩少单
即多吃五颜六色的食物，少

吃颜色和口味单调的食物。在人
体中，五脏各有所爱，如心爱红、
苦;肝爱绿、酸;肾爱黑、咸;肺爱
辣、白;脾爱黄、甜。人们在饮食
中，应当照顾到各脏器的爱好。

三、多主少副
即多吃主食，少吃副食。春天

风多雨少气候干燥，气温变化反
复无常，人体免疫力和防御功能

极易下降，易诱发一些春季常见
的疾病。此时可以多吃些主食，主
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既经济又
能直接转化成热量，提供身体基
本所需。此外，春季应注重调养脾
胃，而米饭同菜中的大鱼大肉相
比，要容易消化得多，能很好地保
护肠胃。

四、多菜少果
即多吃蔬菜，少吃水果。春季

以养肝为主，蔬菜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有疏通血
管和肠道的功能，肝和心都喜欢
它，蔬菜也能使肝脏尽快实现蛋
白质、糖类、脂肪代谢，若缺少它，
肝脏代谢就差。但水果寒凉易伤
脾胃，要适量吃。

健康时报

春季饮食要“四多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