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莉华 ,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主任医师
湖北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

大讲堂大讲堂

咸宁麻塘风湿病医院主讲

庚子鼠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从2019
年年底至2020年初春，在湖北武汉首先暴发
了新冠肺炎，我国政府为阻止病情传播及蔓
延，采取了封城之举，并通过中西医结合治
疗，尤其使用中药治疗新冠轻症或普通人群
预防性服用中药，终于在两月余的时间内有
效地抑制住国内的病毒传播。被治愈者越来
越多，治愈率越来越高，中医药治疗未知领域
的传染病的优势得到彰显。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流行性广、传染
性强的特点，属于中医“疫病”范畴。疫是一
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的致病邪气，又称“瘟
疫”。我国明代著名的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在
《温疫论》中指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
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
感”，此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但触之者多

通过口鼻进入体内，具有发病急骤、来势凶
猛、病情险恶、变化多端、传变迅速等特点。
清代著名的医学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
到：“疫者，疠气流行，多兼秽浊。”所以传染病
多兼有秽浊的性质。肺为呼吸出入之门户，
从口鼻进入的疫毒之气，必然先伤肺气。此
次的新冠病毒主要经过呼吸道侵入人体的肺
脏而致病，并且还损害脾胃功能，导致消化系
统受损，出现腹痛腹泻、呕吐、食欲差、乏力困
重等表现，符合中医湿邪致病的临床特点，湿
邪就是秽浊之物。张伯礼院士把此次瘟疫称
为湿毒疫，正是根据今年初的气候特点和患
者的临床表现而确定的。

2000年前，我国著名的医学著作《黄帝
内经》明确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
所凑，其气必虚。”其意思是，正气健旺之人，
抵抗力强，邪气不能损害人体，因而不会生
病。而体虚之人，因为正气不足，抵抗力差，
邪气容易损害人体，因而生病。如何正确培
补人体正气，避免被外邪所染是大家所关心
的问题。在庚子年通过中医理论指导大家如
何扶正防新冠病毒显得尤其重要。中医认

为，人体抵抗力与季节相呼应，符合“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规律。春夏是人体的阳气生
长、升发的季节，春季肝经当令，体内潜藏的
阳气，随着春暖转为向上向外发越，因此应在
春夏之季，培补人体正气，有利于增强抵抗
力。如此时着衣不适宜，饮食不合理，再加上
工作节奏紧张，作息不规律，精神压力过大
等，都易导致肝火太旺出现克伐肺金之象，常
见肺系症状如流鼻血，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
（肺主皮毛）等，还可见肝火上炎、肝阳上亢的
症状，如头痛，眩晕，目赤眼花，甚至口臭，长
青春痘。这就是所谓的春火，民间俗称上火
了。因此春季清肝火、保肺金就是扶正，通过
扶正减少被外邪所染的几率，虽然已经过了
谷雨了，但仍要防范春火。

首先，要把握春捂的“度”。俗话说“谷雨
还有冻死老鼠的”，就是指谷雨时节，天气冷
热交替突变，容易感冒，我们应多注意保暖。
但部分人早早便更换了单薄的夏装，这样湿
气就很容易从裸露的部位侵入体内。反言
之，有些人一味地追求春捂，穿衣很厚也不
减，这样的做法也是错误的。所以春捂应该

有“度”，15℃是春捂的临界点，超过15℃就
要适当减衣了，再捂下去，反而容易诱发春
火。其次，春季防上火还要多关注日常饮食，
注意调养肝脏，少吃火锅等辛辣食物，多吃清
淡的饮食，像黑米，豆类等。蔬菜类可选择芹
菜、油菜、胡萝卜、莴笋、茄子等，蔬菜中富含
的多种维生素可以充分满足肝脏的需要。当
然也要考虑到人们封城久宅家中或对新冠肺
炎的恐惧心理对人体肝气的影响，这都不利
于肝气升发，易导致肝气抑郁。这类人群最
好学会自我调节，除了要养成有规律的作息
习惯，多饮水，还要注意戒烟戒酒，精神的调
养要戒暴怒，即使是新冠愈后的患者也要保
持心胸开阔、积极乐观的心态。

谷雨过后，马上就要进入夏季，夏季的疾
病多以暑热、暑湿为患，暑热为阳邪，易耗气
伤津，暑湿为阴邪，易阻遏气机，湿胜则阳
微。鉴于新冠肺炎病情发生发展的规律，具
有中医六淫邪气致病——湿邪的特点，湿性
粘滞、缠绵，导致病情的潜伏期长；湿胜则阳
微，新冠肺炎侵袭处于夕阳红的老人，阳气衰
败的老人是主要致死对象。在夏季应如何做

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免湿胜阳微，保护
人体阳气？护阳不是服用辛温的药物，也不是
服用辛辣的食物以升阳、助阳、散阳。吴鞠通
在《温病条辩》中提到，“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
便，”夏季人体的阳气不被夏湿所遏阻，淡能胜
湿，淡能利小便，在饮食上强调清淡，如人们夏
季常食用的绿豆、红豆、饭豆、芸豆、薏米都是
利湿之佳品。反之牛肉、羊肉、狗肉、火锅，辛
辣的烧烤，油炸之品则助热，加之冰凉的啤酒
饮料助湿，形成湿热内蕴之势，反而损伤了人
体的正气。《黄帝内经》云：“春夏养阳，秋冬养
阴。”只有在春夏保护好人体的阳气、正气，才
能帮助人体防犯各种邪气受染。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泱
泱大国，有宝贵的传统医学思想指导我们，做
到春季防春火，夏季祛湿清热，精神内守，病
安从来！

从中医角度谈庚子年春夏养生

春捂有“度” 培补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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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如何科学饮食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马上就到夏天了，气温逐

渐升高，家住咸安青龙社区的王女士想咨询，入夏该如何
科学饮食呢？

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夏季饮食以
清补、健脾、祛暑化湿为原则。如鸭肉、虾、鲫鱼、瘦肉、食
用蕈类,不仅能增进食欲、补充营养,且可消暑健身。

暑天出汗多,随汗液流失的钾离子也比较多,由此造
成的低血钾现象,会引起人体倦怠无力、头昏头痛、食欲不
振等症候,可多吃些草莓、杏子、荔枝、桃子、李子等;大葱、
芹菜、毛豆等也富含钾。茶叶中亦含有较多的钾，热天多
饮茶,既可消暑,又能补钾,可谓一举两得。

暑天饮食卫生特别重要,必须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和
个人卫生习惯。膳食最好现做现吃;生吃瓜果要清洗消
毒;在做凉菜时,应加蒜泥和醋,既可调味,又能杀菌,还有
增进食欲的作用。

气候炎热时适当吃一些冷饮，能起到一定的祛暑降温
作用。雪糕、冰砖等一般是用牛奶、蛋粉、糖等制成的，不
可食之过多，过食会使胃肠温度下降，引起不规则收缩，诱
发腹痛、腹泻等疾患。多食会损伤脾胃，影响食欲，甚至可
导致胃肠功能紊乱。

湖科临床医学

推进卓越医生培养
本报讯 记者周莹报道：7日，记者从湖北科技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了解到，2015级湖科卓越医师班36人，有26
人达到2020年研究生分数线，上线率高达72.2%，其中1
人通过考核，获得赴日本留学的机会。

湖北科技学院卓越医生班根据学生自愿报名与面试
考察相结合原则进行遴选组建，着重考察自学能力、沟通
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到底是什么支撑了他们获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卓越
医生实验班的程龙同学说：“从大一起，我们就做好了5年
规划，平时没有强制的早晚自习，我们会在教室、图书馆、
实验室、寻找任何清净的地方学习。我们没有死读书，而
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以各种方式接触临床，接触
医学实践，协助新生体检，跟随老师做课题，利用周末，寒
暑假在医院见习。”2018年在大三时，卓越医生实验班第一
次组队参加全国互联网+智慧模拟医学生临床技能大赛，
获得了总分第二的好成绩，荣获特等奖；2019年在大四时，
第一次组队参加学校举办的临床技能大赛，与大五学生同
台竞技，荣获第一名，比赛成绩远超其他选手。

据教务处胡处长和临床医学院梅院长介绍，为了深化
医学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总结推广成功经验，着眼当前突
出问题，以提高人才培养水平为核心，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014年临床医学专业开设卓越医生实
验班，积极探索卓越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展“以器官系统
为中心，基础临床全线贯通”的医学整合课程教学改革，在
卓越医生班的医学生培养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通过
课程整合、教学方法和评价方法的改革，促进自主学习，实
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培养医学生的综合思维
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批判性思维和人文素养等。

阮明明介绍，预防哮喘发作，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防止接触过敏原和其他诱因。通
过详细了解病情、皮肤试验和激发试
验，找到过敏原，采取避、忌、替、移四
字方针。避，就是尽力避免接触一切
可疑或已知的过敏原；忌，就是忌用一
切可疑的或已知的过敏物品；替，就是
用不过敏的食物或药物代替可疑或已
知的致敏食物和药物；移，就是使病人
脱离可疑或已知过敏原的生活环境，
移地而居。

规范化治疗及管理。在医生的正
确指导与帮助下，经常合理使用缓解症
状的药物和预防药物。患者自我管理，
记录哮喘日记，如发作时间、持续时间、
频率等，以方便医生评估是否得到控
制。

保持室内空气新鲜、流通、没有刺激
性气味；室内物品应简单、不铺地毯、不
放花草；避免使用陈旧被褥及羽绒、丝织
品等；湿式扫除，最好使用吸尘器。

适当体育锻炼，增强免疫能力及体
质。“运动可以诱发哮喘，但是通过规范

的治疗，特别是儿童完全可以参加各种
体育运动，但是在哮喘必须控制良好状
态下进行，医生帮助制定病人能充分参
加的活动方案。”阮明明说，在各种运动
前后，可少量用些支气管扩张药物，以预
防哮喘发作。

不要吃辛辣刺激性食品，不饮具有
刺激性的饮料；虚寒病人不要吃猪肉、
燥热病人不要吃狗肉；哮喘病人的饮
食要清淡、易于消化；避免食用易引起
过敏的食物如牛奶、鱼、虾、蟹、鸡、鹅、
猪头肉、毛笋等；少吃容易产生痰液的

食物，如肥肉等；忌油腻、不容易消化的
食物。

积极预防和治疗过敏性鼻炎，以减
少支气管哮喘的发病率。阮明明介绍，
统计表明，在过敏性鼻炎患者中，患有哮
喘的约占56%。

“哮喘患者不建议随便使用抗感冒
药。”阮明明提醒，阿司匹林、安乃近、氨
基比林、安痛定、索米痛、非那西汀、扑热
息痛、保泰松、消炎痛、布洛芬、甲灭酸、
双氯灭酸、炎痛喜康等，以及含此类成分
的抗感冒药会导致哮喘加重。

饮食清淡适当锻炼

如何预防腰椎间盘突出？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金叶社区的王女

士咨询，如何预防腰椎间盘突出？
金叶社区卫生服务站有关医务人员介绍，腰椎间盘突

出在许多人眼中是属于中老年人的疾病，然而，现在有很
多年轻人，尤其是上班族也纷纷“中招”。日常生活中预防
腰椎间盘突出症，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

坐椅子时应注意尽量将腰背部贴紧椅背，椅子尽量拉向
桌子，缩短桌椅间的距离。高度适合的坚硬椅子比沙发或矮
凳更适合人体，靠背向后倾斜120度时，椎间盘的压力最小。
汽车驾驶员可以在腰后垫一个腰垫来减少腰椎的压力。

站的时候要注意保持脊柱的正常弧度，养成收腹挺胸
的习惯。

当进行负重训练时，应先稳定好身体，下颌微收，沉肩
挺胸，腹部收紧，这样才能使训练更安全、更有效。平日在
进行力量训练时，要注意腰、腹部肌肉的均衡发展，强化核
心部位的力量，从而达到保护腰椎的目的。

在平常工作和生活中搬动重物时，不要直腿弯腰，应
该直背下蹲，将重物尽量靠近身体，用腿部的力量抬起它；
如需将重物放于身后，一定要先转过身，再放下，而不要图
省事抬着重物旋转躯干。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表述：饮食结
构即指膳食模式（结构），是指膳食中各食
物的品种、数量及其比例和消费的频率。
中国营养学会为我国居民设计的饮食结
构是平衡膳食模式，遵循这种模式，能最
大程度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能量水平的
健康人群的营养与健康需要。

现代营养学认为，人体每日需要均衡
摄取7种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
肪、维生素、矿物质、水和膳食纤维。形象
地说，人的营养状况就像由7块木板围成
的木桶，木桶容量相当于健康状态，饮食
提供的营养素决定了木板的高度，木桶容
量取决于最短木板的高度。

张文宏首先强调饮食结构的重要性，
可能是因为有些人对饮食与营养的认识，
还停留在“某种食物好，要多吃”“别人生
病吃这个好得快，我也吃”“祖祖辈辈都这
么吃，没有问题”之类的碎片化认知水平，
而忽视了整体饮食结构是否科学合理，是
否存在营养短板。

如何判断孩子的饮食结构是否合理，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食物结构分析：膳食结构和数量是否
符合膳食指南的建议，特别是全谷物、深
色蔬菜、牛奶、豆类是否满足要求。疫情
期间要格外重视全谷物和深色蔬菜，其中
丰富的维生素和植物化学物，有利于孩子

维持正常的疾病抵抗力。
能量来源分析：计算能量的三大营

养 素 来 源 —— 碳 水 化 合 物（50% －
65%）、脂肪（20%－ 30%）和蛋白质
（15%－20%）的比例是否恰当，食物来
源与膳食指南的参考相比是否适宜。疫
情期间可以将蛋白质供能比例提高至
20%，相对适当降低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的供能比例。

蛋白质来源分析：来源于动物和大豆
的蛋白质是否达到1/2以上，优质蛋白质
比例是否合理。

营养素供应分析：膳食提供的主要营
养素是否符合中国居民膳食参考摄入量

的要求，主要营养素如钙、铁的食物来源
是否得当。

举例来说，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
参考摄入量，如果孩子10岁，那么每天
所需要的蛋白质约50g，按照三餐3：4：
3的能量和营养分配比例，早餐大概占
30%，也就是15g。再根据中国食物营
养成分表，牛奶的蛋白质为3g/100ml,
鸡蛋的蛋白质为 13g/100g,那么 1 杯
250ml 的奶能提供约 7g 蛋白质，1 个
50g的鸡蛋能提供约6g蛋白质，再加上
主食中含有的蛋白质，就能达到摄入
15g蛋白质的目标。

（本报综合）

如何判断饮食结构是否合理

咳嗽总不好，小心是哮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19岁的小吴家住温泉，从小患有哮
喘，但哮喘控制得很好，几乎没有发作，
可以与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小吴很听医生的话，平时吃东西很
注意，规范用药，适当增强体质，注意预
防感冒。去年冬泳之前还特意问医生的
意见。

“哮喘是一种慢性支气管疾病，患
者的支气管因过敏性炎症而变得肿胀
及狭窄令呼吸不顺畅。”阮明明介绍，
哮喘的发病没有年龄限制，但总体而
言，年轻人发病居多。哮喘的发病原
因包括遗传因素如过敏体质，环境因
素如花粉、吸烟、空气污染、食物和药

物等。
“哮喘以呼吸困难、咳嗽为常见症

状。”阮明明表示，哮喘不一定喘，以慢性
咳嗽为主要表现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喘
气并不常见。哮喘不发作时和正常人一
样，突然发作可引起气胸、呼吸衰竭甚至
危及生命等。

“肺功能检查决定了是否患有哮
喘。”阮明明表示，有以下症状人群需引
起警惕，建议到医院呼吸科进行肺功能
检查：患有过敏性鼻炎，并有咳嗽、喘气
症状；呼吸困难，晨起咳嗽、闻刺激性气
味咳嗽明显；咳嗽总不好，尤其是咳嗽2
个月以上。

以呼吸困难、咳嗽为常见症状

目前哮喘尚无法根治，但只要规范
地治疗和管理哮喘，哮喘患者可以与正
常人一样地生活。

哮喘是一种气道慢性疾病，是可被
控制的。与其他慢性疾病如糖尿病、高
血压一样，哮喘也需要长期用药控制。

“哮喘治疗平时主要是吸入用药。”阮明

明表示，吸入疗法与口服给药相比，具有
药物直达肺部、用量小、作用快、安全性
高、疗效好的优势。

“吸入疗法是一种有效且安全的给
药途径，但前提是建立在正确吸入药物
进入呼吸道的基础上，否则影响疗效。”
阮明明补充道。

吸入用药含有激素成分，很多人闻“素”
色变，担心副作用。阮明明介绍，“吸入激素
直接作用于肺部，用药剂量很小，是安全的。”

“患者在哮喘管理中应与医生建立
伙伴关系。”阮明明表示，患者不能私自
服药、停药，一定要根据医嘱合理用药。
有些患者只在哮喘发作时用药，不发作

时擅自停药，这是不规范的，很容易引起
哮喘反复发作，病情控制效果不好。患
者要定期复诊，医生会衡量病情及确定
药物和剂量，检查气雾剂及准纳器的使
用方法是否正确，检查肺功能以判断哮
喘是否控制良好，检查儿童患者是否发
育正常。

治疗以吸入用药为主

5月5日是第22个“世

界哮喘日”，今年哮喘日的

主题是“控制哮喘，珍爱生

命”。市中心医院呼吸科医

师阮明明介绍，哮喘是一种

气道慢性疾病，是可被控制

的。只要规范地治疗和管

理哮喘，哮喘患者可以与正

常人一样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