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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肺之窍” 温水冲鼻腔
冷空气一来，除了手脚发凉，很多人最

突出的感觉是鼻子不舒服，去耳鼻喉科看门
诊的急性鼻炎患者也多了不少。

气温骤降不但会使急性鼻炎患者增加，
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患者要是没有做好保暖
措施，也容易在此期间病情加重。

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姜
志辉介绍，鼻黏膜下布满血管，能使鼻子起
到过滤、调温以及湿润的重要作用，秋冬季
节冷空气来袭，就会对鼻黏膜造成刺激，鼻
腔发痒、喷嚏不断，感冒风寒接踵而来。

由于气温下降而着凉，抵抗力较弱的人
很容易患上急性鼻炎，同时也容易导致急性
鼻窦炎发生。姜志辉提醒，要避免被鼻炎袭
击，有个不错的方法——用温水冲洗鼻腔。

“每天回到家后，用温水冲洗鼻腔，能将
白天空气中的花粉、灰尘及其他污染物冲洗
出去，软化并冲洗出鼻腔中形成的黏性或脓
性分泌物。”同时，冲洗时要注意水的温度，
要使用温水，不要用冷水。冲洗时水速不能
太强，缓慢冲洗；另外，鼻腔冲洗时，务必记
得不要吞口水、吐口水，或讲话。

“鼻为肺之窍”，预防呼吸系统疾病，就
要守好这道“门”。每天早晨和睡前，可用双
手拇指外侧沿鼻梁、鼻翼两侧上下按摩30
次左右，接着按摩鼻翼两侧的迎香穴15—
20次，促进气血流通，增强鼻的耐寒能力。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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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枯根先衰
防寒先暖脚

不穿袜子，在冰凉的地板上走上
几个来回，你就会感觉到一阵寒意瞬
间传遍全身。因为，脚有人体“第二
心脏”之称，同时还分布着一些重要
的穴位，影响着五脏六腑，所以，保暖
第一步就要把脚给暖好，否则就容易
引起呼吸道、肠胃道的不适，人也会
经常感冒。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
医师宋恩峰有自己的办法，用中药泡
脚。

“武汉的冬天特别冷，我经常给
患者推荐一个泡脚方，大家反响不
错。取桂枝 10g、砂仁 6g、吴茱萸
6g、白豆蔻10g、淫羊藿30g、生姜10
片、仙茅 10g泡足。”宋恩峰教授提
醒，热水泡脚，水温不要太高，用水量
一定要淹没过脚腕以上。泡完脚还
可以适当按摩足底，因为脚底有很多
穴位，可以缓解疲劳，帮助睡眠。

这些中药都是非常常见的药材，
普通药店可以买到，泡完可以给足底
适当按摩一下。把两个脚心相向置
于床上，左手搓右脚心，右手搓左脚
心；也可用中指或食指由脚心向脚趾
方向做按摩，每次100—200次，以按
摩部位发热为度，两脚轮流进行。

武汉协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
洪积波提出，其实最怕冷的人都是体
质不太好的人，所以保暖的根本还是
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洪积波就经常
给患者建议，冬天不要懒，多参加各
种运动，比如慢跑、跳舞、跳绳、踢毽
子、散步等，常走动，跺跺脚，这些都
可以增强脚部的血液循环，使得脚保
持一定的温度，还能提高双脚对外界
低温的适应能力。

当然，一些温热的食物，比如羊
肉、牛肉等，同时结合滋阴养气的食
物，如木耳、黑枣、芝麻、黑豆等，同样
能达到温阳补气的目的。“冬季有些
食疗方，可补气养血，比如当归生姜
羊肉汤、怀山莲子黑豆老鸭汤等，大
家都可以尝试下。”宋恩峰介绍。

民间有个说法，头部不保
暖，就像保暖瓶没盖子，所以，
冬天即使衣服穿得再厚，但头
不保暖，还是起不到保暖作用，
要知道“神仙也怕脑后风”。

“头是诸阳之会”，宋恩峰
说，阳气最容易从头部走散
掉。人身上有些区域的确不能
乱冻，其中头颈部最为突出。
如不注意头部保暖，很容易引
发鼻炎、头痛、牙痛、三叉神经
痛等疾病，严重的会诱发脑血
管疾病。

“每次气温骤降，就会有不
少人因为脖子疼、颈椎病复发
来就诊，这也是很麻烦的。”宋
恩峰教授表示，“颈部上承头
颅，下接躯干，称得上人体的要
塞。”

暖头颈，帽子围巾少不
了。冬季戴帽最好能盖住前
额，不要稍微一出汗就摘掉帽
子，否则热量快速流失很容易
感冒。

除了“装备”要齐全，宋恩

峰教授经常告诉患者“没事就
搓搓”，通过运动促进血液循环
是让身体暖起来的“硬道理”。

怎么搓有讲究。先用手指
找到大脑中线，再散开十指大
面积抓梳整个头部，顺、逆时针
各36次，可以疏通头部经络，
气血畅通，增强头部御寒功能。

除了搓头，经常绕着肚脐
顺时针搓摩腹部，可以收到调
理脾胃的效果，还可有效预防
便秘；女性可以选用搓腰法：用
掌心上下搓摩腰部，直到腰部
红热，可以预防长时间坐班带
来的腰肌劳损，对预防女性痛
经也有好处。

如果你还是觉得冷，晚上
回去可以做个热敷。中医认
为，“温则通，通则不痛”。头颈
受凉了，晚上做个热敷可以驱
除风寒湿邪，通经活络，活血止
痛。如果觉得颈部僵硬，可以
在热水里加少量盐和醋，然后
将毛巾浸水拧干，敷在患处，就
能使肌肉由张变弛，轻松舒畅。

最怕脑后风 头颈要保暖

天忽冷忽热，肠胃也爱闹
别扭。在中国中医学院广安门
医院脾胃科主治医师刘慧敏看
来，秋季最易发生的就是腹泻，
也因为天气转凉，急性胃炎、慢
性胃炎急性发作的情况比比皆
是。

刘慧敏解释，秋季腹泻和
夏季腹泻不同，多见于平时脾
肾阳虚的人群。“脾虚阳虚的人
阳气不足，一般怕冷，四肢凉，
很容易出现大肠功能失调，比
如腹泻或便秘这些情况。”

一到秋冬，天冷，人们都
爱吃点火锅、烧烤之类的热乎
辣食。肥甘肉厚的，尽管吃起
来过瘾，但对于脾肾阳虚的人
来说，胡吃海塞完了很容易出
现胃痛、胃胀、腹泻等消化道
症状——这都是肠胃受寒惹
的祸。

既然如此，怎么才能让自
己的胃过个舒服的冬天呢？刘
慧敏提供了两个不错的暖胃方
子。如果你是因为吹风或吃了

生冷的食物，让脾胃受了寒而
出现胃痛、胃胀，就可用红糖、
陈皮、苏梗、生姜熬水饮用。如
果生姜放多了，很容易引起口
干辛辣的感觉，红糖放多了比
较滋腻，建议比例可以是一小
手指的生姜，半块红糖，两片陈
皮就可以了。

如果本身是脾肾阳虚腹
痛、腹泻的患者，不妨用干姜、
丁香、豆蔻三种药材研成粉末
往肚脐上一敷。“三种药材按照
1:1:1比例，用温水调和，在肚
脐上敷上2个小时，一天2到3
次就好了。”

此外，也可借助“暖宝宝”
给胃肠提供温暖。但需要注意
的是，要将暖宝宝隔着内衣贴
在胃的部位，这样才不会让皮
肤烫伤。这种外敷的方法同样
可促进胃部血液循环。

不过，想要暖胃，还是别等
腹痛来袭才绷紧神经，平时就
应该增加锻炼，促进血液循环，
才能让身体和胃都暖意融融。

三药敷肚脐 让胃暖暖的

手冷又干糙 内服加外用
有些人常被别人称为“冷血动物”，什么

时候手都是冰冰的。为什么别人的手，又暖
又润又水嫩，自己的手又干又冷又糙，还长
冻疮？

“手脚冰凉的人，大多气血亏，阳气不
足。”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皮肤科副主
任医师舒友廉解释，对于这类人，除了最基
本的运动处方，通过一些中药材来帮助身体
回暖也是极好的，比如桂枝、当归和一些简
单药物食物，如大枣、炙甘草等组合在一起，
再加点红糖煮一煮，就可以起到养血温经的
作用。

其中，桂枝是常绿乔木肉桂的嫩枝，夏
季采收后晒干或阴干而来，辛甘温，有温通
经脉、助阳化气的功效。所以，经常手脚凉，
不妨试一试。

除了手冷，还有不少女性朋友觉得“拿
不出手”的一个原因是手又干又糙。舒友廉
医师介绍，想让手部皮肤细腻漂亮，秋冬季
节护手霜少不了！

护手霜好不好，关键看成分。舒友廉医
师推荐读者朋友在挑选护手霜时最好选择
当中含有杏仁油、牛奶、核桃油、椰乳等滋润
成分的，相比清爽的芦荟，这些成分在秋冬
季节使用更适合。“芦荟是一味中药，味苦
寒，有泻下、清肝、杀虫的功效，治疗痤疮等
炎症性疾病更适合，可以清热，但滋润功能
不够。”

如果是手已经破皮裂口，这时候就别再
用冷水洗手，也不要用强碱性的洗护用品，
可以用一些温和的香皂。完成清洗工作后
要马上对双手进行保养，涂一些秋冬季常用
的护手霜，睡前厚厚地涂上一层，保管滋润
一整夜。

办公族要经常转一转身体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在温泉某事业单位上

班的小郑想找条健身的捷径：“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一
天下来后，腰酸背痛。但又懒得去健身房锻炼，有没简
单的健身方法？”

对此，15日，温泉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
生苏艳红表示，简单易学的、不受场地、时间和身体条
件限制的转体运动，不仅能调剂精神，促进血液循环，
而且还具有健身的功效。

首先，转头。站在地上或坐在椅子上，挺胸收腹，
头部微微下低，先按顺时针方向转动10圈，再按逆时
针方向转动10圈。此法能锻炼颈部的肌肉关节，使其
血液流动通畅，能更好地向头部供血。

其次，转腰。站在地上，挺胸收腹，两手叉腰，两腿
稍分开，四指并拢在前，拇指在后压住腰眼，先按顺时
针方向转动腰部10圈，再按逆时针方向转动10圈，此
法能锻炼腰部肌肉关节，使其坚强有力。

此外，时时转腿。站在地上，两腿并拢，身体向下
蹲，双手扶住双腿膝盖，先将两腿按顺时针方向转动
10圈，再按逆时针方向转动10圈，此法能防治下肢静
脉曲张等疾病。

还可以转肘。双脚分开站稳，双臂先由前向后轮
转30圈，再由后向前转30圈，所转圈数可根据自身能
力而定，练习时间长了可以多转几圈。此法对防治肩
部风湿疼痛等疗效明显。

看了电脑太久，需要转目。端坐或站立一处，双目
正视前方，然后运动双目由左向右顺时针转30圈，再
逆时针转30圈，必须注意，转目时应尽量将目光向远
处看，并固定上下左右可视目标。经常转目能增强眼
部活力，缓解视力疲劳，防止近视及视力衰退。

散步时要“轻松走”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64岁的吴爹爹一直相

信“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因此每天坚持茶余饭后
恰当轻松地散散步。但到底饭后“百步走”，如何“轻松
走”？

15日，市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王先锋表示，“饭
后百步走”，既是“散步、散身、散心”，就得轻松放开。
放松的不仅仅是心情，也要给自己的身体机能“解困放
松”。这就是说，坚持饭后不要立马“百步行”。

首先，中午饭后，先坐一刻。从中医学的角度说开
来，人在上午的气血运化都是属“阳气”，而到午时，则
由“阳”转“阴”，阴属心经最旺，该是养心的时候。饭后
午时，静坐片刻对我们的养心会大有好处，可使下午乃
至晚上精力充沛，有助于推动体内血液运行，间接地起
到养神、养气、养筋等作用。

其次，晚饭后“稍息而步”。每每晚餐下来散步室
外，轻松一下，对身体各部位都会大有益的。但是，晚
饭后应该稍事休息。晚饭后“先息再走”，这是因为我
们所吃进的食物刚刚到胃囊里，该让它们好好地在胃
囊里呆一阵子，从容不迫地与帮助消化吸收的那些胃
液“搅和”与“混拌”，然后再缓缓地从胃囊走出，进入十
二指肠。

再则，要有“按点回归”的规律。既是轻松散步，就
不需要立下什么路程“目标”与体能“规矩”。但是，也
得有自己的散步“约定”，这就是“按点回归”。每每悠
悠步履而行，总得有个距离长短、时间所限。一般来说
午后散步时间短些，时有一刻的轻盈“踱漫步”则足矣；
晚饭后的“逍遥步”，半个多小时的“闲游路”可也。

近年来，我市以打造国家高新区为平台，
以创建创业型城市为抓手，从领导上重视、舆
论上引导、政策上鼓励、服务上支持，积极打
造大学生“双创”新舞台。去年以来，我市为
412名自主创业大学毕业生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2624万元，带动就业2498人。目前，全市
建立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2所、孵化实
体企业58家。

做到“四个支持”。一是平台支持。依托
湖北新产业技师学院，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
孵化基地、技能实训基地、就业培训基地、职
业技能鉴定基地，通过多渠道为创业者提供
低成本作业场所，打造市场化、专业化、集成
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实现创新与创业、线
上与线下、孵化与投资相结合的新型大学生
创新创业平台。二是政策支持。出台《关于
鼓励支持大学生来咸宁创业的意见》，明确对
大学生创业者提供零成本创业、1亿元政府
扶持资金、20分钟来咸车程、3年住宿办公费
用全免的激励政策。同时政府投入4.6亿元

风险投资基金，大学生创业可享受5年不变
的优惠政策。三是环境支持。开展“就业创
业服务荆楚校园行”活动，组织创业指导专
家、创业成功人士进校园巡讲；开展“香城杯”
创新创业大赛活动，培育创客文化；按照国家
创业型城市标准，创建创业型城市系列活动，
为大学生创业者创造优质高效、宽松优越、公
平正义的发展环境。四是资金支持。设立
3000万元创业扶持专项基金，用于创业奖
励、表彰先进、自身建设、场租补贴等创业项
目支出；设立1亿元大学生创业扶持基金，专
项扶持大学生创业发展；设立2.5亿元新兴产
业创投基金，培育引进一批重点创新项目，鼓
励发展新兴业态。

实施“四大培训”。一是免费培训。按照
激励全民创业的宗旨，全市创业培训面向大
中专毕业生展开，凡是有创业愿望、愿意参加
创业培训的大学生，均可通过所在地就业机
构和基层就业服务站（所）登记报名，全部实
行免费培训。二是专家培训。充实和增强创

业培训师资力量，专门聘请100名大专院校
的专职教师、农技专家、企业高管人员、创业
成功人士组建“讲师班”，对大学生创业者轮
流授课。同时编写创业培训系列教材1套和
教辅资料10000份。三是校园培训。以“大
学生创业引领计划”为载体，安排专人进驻湖
北科技学院和咸宁职业技术学院，开展“创业
培训进校园”活动，重点进行创业担保贷款、
一次性创业补贴等创业优惠政策的辅导和培
训，共开班21期，培训1360人。四是现场培
训。注重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在培训的
过程中，组织学员到现场观摩和到实地考察，
让学员掌握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创业项目、评
估风险、经营管理等创业技巧，精准提高培训

创业率。
抓好“四送服务”。一是送政策。编印扶

持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大学生就业创业一百
问》《湖北省十大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等资料，并安排专人提供现场政策咨询服
务。加强与新闻媒体协作，对扶持大学生就
业创业政策专题宣传。认真落实房租、水电
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入驻创业。二
是送项目。加大对大学生创业项目的开发与
搜集力度，把适合大学生创业的项目推介给
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积极开展大学生
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工作，实现大学生创业与
孵化基地的项目对接。开展“大学生创业俱
乐部”“大学生创业沙龙”等活动，提供创业项

目全方位的指导服务。三是送资本。为大学
生创业一次性补贴2.5万元，为高校毕业生创
业一次补助4万元；为在创业的大学生提供
担保贷款，由原来的 10万元提高至 20万
元。全市167名高校毕业生享受补贴13.36
万元、412名高校毕业生发放创业贷款2624
万元，及时帮助高校毕业生创业者解决资金
短缺问题。四是送技术。围绕全市重点领域
和重点产业，依托省级以上重点试验室、博士
工作站、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等，加快推动形成
一批管理运行技术完善、创新资源配置合理、
创新能力强、产学研合作深化的高水研发平
台，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科技咨询、科技金
融、科学技术等有力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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