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自古习惯以立夏作为
夏季开始的日子。 在这逐渐炎
热起来的立夏时节， 我们如何
养生呢？

立夏养生之早睡早起
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

通”，立夏时节养生要注意早睡
早起，重视静养，避免运动过后
大汗淋漓，“汗”出伤阳。 在饮食
调养方面，宜采取“增酸减苦、
补肾助肝、调养胃气”的原则，
饮食宜清淡，多吃蔬菜、水果、
粗粮。 起床前，可以适当地活动
一下，有利于身体健康。

立夏养生之饮食清淡
立夏过后， 气温不断上升，

会莫名地烦躁生气，食欲也会有
所下降。 立夏饮食原则是“春夏
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养心可多
喝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
等，既能补充营养，又起到强心
的作用。

饮食宜清淡， 以易消化、富
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
和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将绿
豆、莲子、荷叶、芦根、扁豆等加
入粳米中一并煮粥， 搁凉后食
用，可起到健胃、驱暑的功效。

平时多吃蔬菜、 水果及粗
粮，可增加纤维素、维生素 B、C
的供给， 对于预防动脉硬化有
很的效果。

立夏养生之精神养生
立夏以后，天气转热，人的

心神易受到扰动出现心神不

宁。 值此时节，人们要格外重视
精神的调养， 加强对心脏的保
养， 尤其是老年人不可有过激
之处，应该保持愉快的情绪，安
闲自乐，切忌暴喜伤心，保持神
清气和、每天愉悦的心情。

立夏养生之食补凉血
立夏之后血热会给人带来

很多不适， 气虚血热会影响人
的消化功能。 因此，每顿饭不要
过饱， 给胃留下足够的蠕动空
间，还人以轻松自然。 夏季注意
凉血补气和早睡早起， 是人储
存阳气力求身体大获丰收的一
个季节。

立夏养生之避免贪凉
对于一些患者，立夏时节应

该避免贪凉， 不用或适度使用
空调和风扇。 在工作场合中，应
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同事， 以取
得同事的理解， 尽量不用空调
或适当调高温度。 可以在工作
地备一件衣服 ，随时使用。

立夏养生之谨防外感
立夏时节，人们常常衣单被

薄， 即使体健之人也要谨防外
感，一旦患病不可轻易运用发汗
之剂，以免汗多伤心，避免气血
淤滞，以防心脏病的发作。 故立
夏之季，情宜开怀，安闲自乐，切
忌暴喜伤心。 清晨可食葱头少
许， 晚饭可以少量地喝点酒，以
畅通气血。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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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款茶

适宜夏天喝
人老，先老在血管上。 血管

一旦开始老化、弹性变差、血流
通过困难，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血压变化。 当心脑部位的血流
量过少时，会有胸闷、气短、头
晕、头痛等不适感，严重的可导
致心肌梗死、脑出血。 可以说，
动脉老化导致的心脑血管病是
人类减寿的最主要因素， 也是
健康的“头号杀手”。

血液流通不畅危及器官健康
血液是人体输送氧气、营

养以及代谢毒素的重要载体，
是各组织器官进行生命活动的
物质基础，是人体健康的根本。

血液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人体健康。 我们知道，验血
可以检查出大多数疾病， 这是
因为血液由血浆和血细胞组
成，血浆成分很复杂，身体所有
的生物化学物质基本上都在血
液里存在，包括水、电解质、维
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脂肪
酸，以及由它们构成的激素、生
物酶、转运蛋白、免疫因子、神
经递质等。 血细胞包括红细胞、
白细胞、血小板，而白细胞是血
液的主要组成部分， 属于人体

免疫组织， 帮助抵御外来细菌
和病毒入侵。 如果白细胞出现
异常恶性增殖， 同时抑制正常
造血功能， 则可能是急性白血
病等免疫类血液疾病。

年龄增长带来的退行性病
变， 可导致血管内皮老化，弹
性 、收缩 、扩张功能出 现问
题 ，慢慢积累病变，最终导致
血液的成分、流速、压差、黏稠
度发生不良改变，危及各器官
健康。

良好习惯是血液健康的基础
除了遗传因素外， 血液健

康也会受到生活方式影响，吸
烟、饮酒、肥胖、睡眠不足、压
力、久坐等诸多危险因素，可导
致血液出现黏稠、斑块、炎症等
问题。 血液动力正常、流得顺，
血管才健康。

饮食能养血。 膳食平衡，多
吃些粗粮、绿叶蔬菜和瓜果，少
吃动物内脏和肥肉， 限制油腻
油炸食品摄入。 薏米、燕麦、香
菇、洋葱、葡萄、苹果等有降压、
降胆固醇的作用。 烹调时少用
动物油， 每天控油在 25 至 30
克，盐摄入量每天不超过 5 克。

烟酒最伤血。 烟草含有数千
种有害物质，可造成血管内皮损
伤和动脉粥样硬化。 常饮烈性酒
或大量饮酒， 会让血压升高，心
率加快，增加脑出血风险。

运动助活血。久坐会使血液
流通不畅， 每天最好进行 30 至
60 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有助于加速血液内脂质代谢。

睡好能回血。 人在熟睡状
态下，脑血流量减少，有助大脑
积蓄能量，协调大脑皮质功能，
增强记忆，使人思维敏捷。

开心可稳血。 经常给心脏
施加压力， 会使得心肌力量变
弱，血液循环能力降低。 保持愉
快乐观的心态， 可促进造血功
能，使人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定期查查血。 健康成年人建
议每年查一次血压、血脂、血糖。
有家族病史者、“三高”人群家中
要常备监测仪器进行自测， 每 6
个月到医院查一次血脂；糖尿病
患者注意每天监测血糖，包括测
量空腹血糖和餐后 2 小时血糖；
高血压患者至少每天早晚各量
一次血压。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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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夏的时候，可以选择喝一些茶品，有
很好解暑功效。

立夏养生喝黑茶 在立夏的时候非常适
合喝黑茶，黑茶的营养比较丰富，可以很好消
暑清凉、健脾利胃，对于正常工作和身体健康
非常有帮助， 而且在夏季身体容易出现消化
功能减弱，抵抗力降低，食物中细菌易滋生，
食物变质快，容易引起肠道疾病，如腹泻、急
性肠炎、急性菌痢等。 自古以来，民间就有一
个治疗肠胃炎的秘方，就是老黑茶。

立夏养生喝姜茶 在立夏的时候，身体实
际上是外热内寒， 再加上夏季人们喜欢吃生
冷的食物，喜欢待在阴凉的环境里面，所以非
常容易损伤脾胃， 引起身体腹痛、 腹泻等疾
病。 此时，就需要吃点热性的东西，来调理一
下脾胃。 红糖姜茶不仅具有缓解痛经的作用，
还有防治感冒、健脾暖胃、活血化淤等功效，
产妇、脾胃虚寒的人都可以喝。

（据《中国中医药报》）

这些食物

适宜夏天吃
西红柿 夏天是吃西红柿的季节，每天适

当地吃西红柿， 有很多好处， 它可以清热解
毒、平肝去火。

梨 鲜嫩多汁、酸甜适口，有“天然矿泉
水”美称，是最好的补水护肤品。

草莓 在中医上有祛火功效， 能清暑、解
热、除烦，可以适当地多吃些。

莲子 莲子性微凉、味甘涩，功能养心补
脾、补肾固摄，除含蛋白质、糖类、少量脂肪、
多种维生素外，还富含磷、钙、铁等矿物质，所
含莲心有强心降压作用。

西瓜 西瓜和夏天是最配的， 西瓜性凉，
吃了不会引起上火心烦，而且含有丰富钾盐，
能弥补人体大量流失的体内钾盐， 而且西瓜
当中含有大量的水分，可以适当多吃点。

小麦 小麦性凉味甘，有滋心养血、补虚
止汗、清热除烦之功。富含淀粉、蛋白质、钙、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和卵磷脂等营养物质，尤
以维生素 E 含量最丰富，是保护人体血液、心
脏、骨骼、肌肉、神经等正常功能的必需营养
成分，所含的胆碱、卵磷脂、精氨酸等可增强
记忆、提高智力。 其麦皮中除富含多量的维生
素 B 和蛋白质外，还含有一种活性素，能调节
神经、清热除烦、滋润脏腑。

天气开始炎热，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避
免被晒伤。

（据《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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