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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对“湿气”关注越来越多，受其困扰也趋增
多，那么具体什么是“湿气”，“湿气”如何形成，对人体影响，
防护注意有哪些呢？

什么是湿气？

湿气，是一种中医的理论概念，是六种外在致病邪气之
一。它近乎液态又非液态，有流动性却又粘滞，它沉重、秽
浊，是一种阴邪，容易阻遏人体气机，损伤人体阳气。

湿气在人体内是如何形成的？
湿气在人体内形成，有外湿、内湿之分。外湿，一般因

居所潮湿，水边生活，涉水作业，雾中劳作，汗出湿衣，时间
久后湿气从外侵入体内。内湿，平时喜食生冷、冰镇、油腻、
甘甜食物，湿气从体内滋生。人的肌表与脏腑是相通的，外
湿可以内传脏腑，内湿也可外溢肌肤，所以外湿、内湿又常
相兼并见。

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外在客观
环境对人体影响更大，彼时的湿气形成多以外湿为主。现
在人们生活条件改善，饮食物更加丰富，主观摄入过多滋生
湿气的食物而产生湿气，此时的湿气多以内湿为主。

湿气对人体有哪些影响？

湿气侵犯人体，一般不会单独出现，往往与“风、寒、暑、
热”等外邪中的一种或几种夹杂在一起。

湿气如果与风邪、寒邪夹杂在一起，侵犯关节，会出现
关节疼痛，畏风恶寒。侵犯肌肉，会出现肌肉酸楚、僵硬、疼
痛。与暑邪夹杂侵犯人体，会出现烦闷、恶心。与热邪夹杂
侵犯人体，在内则出现小便颜色黄、气味重，妇科出现白带
增多，外阴瘙痒。外溢肌肤，则皮肤瘙痒、生皮疹、痤疮。如
果湿热侵犯关节，关节会红肿热痛。湿气日久成痰，形成痰
湿，在体内积聚，会出现包块、囊肿，甚至肿瘤。

根据湿气固有的特性，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湿气的粘滞之性，让人口中会有一种粘腻的感觉，舌苔白
厚，舌体边上出现齿痕印。解出的大便不成形或长期稀便，
解完后手纸不易擦干净，解到便池中不易冲干净。湿气的
重着之性，使人感觉头部有沉重感。湿气阻遏人体气机，损
伤人体阳气的特性，使人体阳气不能升发，易生困倦，打不
起精神，身上如同有东西包裹，似《黄帝内经》里讲的“身重
如裹”。

阳气固护对祛湿的重要性！

这里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平常洗衣服，晾晒在太阳底
下，半日即可干透，如果遇到阴雨天气，晾上一二日，衣物仍

会有湿润感。人体的阳气，如同自然界的太阳，体内的湿气
好比衣物上的水湿，体内阳气充沛，可轻松的祛除体内湿
气。人作为万物之灵，主宰这个世界，但离不开自然界的选
择，违背自然界的规律。虽然如此，很多人仍然在做一些违
背自然规律的事情，耗散损伤人体的阳气。那么哪些事情
会耗散损伤人体内的阳气呢。第一，熬夜，现代人们的工作
压力、生活习惯，以及刷手机等，形成熬夜的不规律作息。
《黄帝内经》讲：“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
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必。”意思是到晚上，人体
的阳气收伏于内得以生养。晚上，特别是深夜，不进入睡眠
状态，人体的阳气则浮游于外，继续耗散。第二，吹空调，
《黄帝内经》讲：“春夏养阳。”春夏之际，自然界气候变化，温
度升高，人体阳气跟随着生发，需要固护，勿使损伤。同时
毛孔开泄，排出汗液以祛湿。现在许多人到了夏季，便钻进
空调房里，使本应开泄的毛孔郁闭，汗液不能有效排泄，损
伤阳气。第三，饮食生冷、冰镇食物，《黄帝内经》讲：“中央
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藏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运
化水湿，脾脏功能健旺，可有效祛除湿气，进食过多的生冷、
冰镇食物，易损伤脾阳，水湿运化功能减弱。

如何通过生活及饮食习惯祛除湿气？

前文已讲现在湿气多以内湿为主，且阳气损伤使得湿
气易在体内滋生，通过良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便可祛除体
内部分湿气。

1.规律作息，不熬夜。
2.夏季空调温度适当设置高一些，勿对着人吹。
3.少食生冷、冰镇、油腻、甘甜食物。
4.适量运动，通过汗液排泄祛除湿气。
5.饮食调理：将赤小豆、薏米仁、芡实、白扁豆等药食同

源之品，熬煮稀粥，健脾祛湿。
6.避免外湿侵袭：洗头、洗手及时擦干，潮湿下雨天减少

外出，淋湿、汗湿衣物及时更换，夏季不贪凉睡地板，保持环
境、衣物干燥。

湿气困扰人体，不仅会导致风湿类疾病，也会导致呼
吸、消化、泌尿、生殖、皮肤等系统的疾病，如果通过自身调
摄，平时已有的症状不能减缓，建议及时问询相关专科医
师，给予更精准调理或治疗。

湿气的危害与防护

新茶上市，小明（化名）买了一些尝鲜。在一日

饮茶过后，突然感到心慌、手抖、全身没劲儿、想吐却

又吐不出来……就医检查后才知道，原来是醉茶了。

喝茶怎么会醉呢？

茶里也含咖啡因 绿茶含量更高

品茗虽惬意，贪杯也醉人

说提提神，有的人喜欢喝咖啡，有的人喜欢喝茶，其实无论哪种，都
是咖啡碱也就是咖啡因在起作用。是的，虽然味道、口感、形态都不同，
但茶和咖啡里都含咖啡因。

咖啡因是一种黄嘌呤生物碱化合物，也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能
够暂时驱走睡意并恢复精力，是喝茶提神的主要功臣，也是引起醉茶的
主要元凶。

咖啡碱会影响一种消化酶的活性，减慢淀粉转化成葡萄糖的进程，
就会引起低血糖的症状，如乏力、心慌。有的人在喝茶或喝咖啡后，会
出现心慌、手抖、恶心、全身没劲儿、站立不稳，胃里空空的却又像有东
西装在里面，想吐却吐不出来等症状，这就是醉茶的表现。

乏力、心慌、手抖 茶能提神也能喝醉

喝完茶是神清气爽，还是乏力难受，关键取决于喝的量和速度。如
果短时间内喝得过多，就容易导致咖啡碱摄入过量，引起醉茶。

那多少算是过量呢？一般来说，对于健康成人，每天摄入不超过
400mg咖啡碱是安全的，最高的限量是650mg，超过这个量就有危险
了。

目前市面上的茶包大多一袋约3g，干茶中咖啡碱含量3%-5%，每
杯茶约有90mg咖啡碱，喝4袋茶就相当于摄入400mg左右的咖啡
碱。咖啡中所含咖啡碱的剂量需要根据浓度计算。一般来说，3杯
237ml咖啡中含有400mg咖啡因。

如果茶和咖啡、酒精一起混合服用，症状会更明显。所以里面既含
有红茶又有咖啡的鸳鸯奶茶更容易引起醉茶。

市面上一些感冒药也含有咖啡因，如感冒灵胶囊、复方氨酚烷胺
片、氨基比林咖啡因片等，如果吃了这些感冒药，为避免困倦再喝茶或
者咖啡提神时，需要格外注意，避免过量。

除了总量的限制，喝茶的速度过快使得体内咖啡碱浓度上升过快
和空腹饮茶喝咖啡也会促进醉茶的发生。

当然了，喝多少会醉茶与喝酒一样，也因人而异。有的人“茶量”
小，喝一杯就会失眠，一包就“醉”了，有的人可能喝数杯也没感觉。但
是，无论“茶量”大小，喝得快、浓、多都相对而言更易醉。

每个人“茶量”不等 喝得快、浓、多易醉

防止醉茶最好的办法是避免喝过量、过快，
等量的茶，小酌最佳。另外，喝茶的时候配点小
点心、小饼干、水果等茶点，也能帮助降低醉茶的
概率。

如果发生“醉茶”，千万不要紧张，应立即吃
些饭菜、甜点或糖果，多喝点水，一般就可以解
醉，症状会逐渐消退。但如果醉茶症状较重，手
抖、心慌明显，甚至喝水、进食无法缓解，则需要

到医院就诊。
春日茶芽是茶树经历了头年秋冬的休养，在

春日宜人的气候中孕育得之的佳品，制得的春茶
所含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也较夏秋茶更丰富，不
仅味道鲜爽，营养保健作用也更佳。但是仍要提
醒大家，春茶虽好，也不要贪杯，细品而不过量，
方不辜负茶之清雅。

（本报综合）

茶点、糖果、小零食伴茶饮之可解醉

茶以发酵程度分类。绿茶基本未经发酵，白
茶轻度发酵，红茶发酵程度较高，乌龙茶介于两
者之间。发酵程度越高，茶中的咖啡碱浓度越
低，更不容易醉茶。

很多人喜欢买点当年新茶，一品“清汤绿叶”
之鲜美，但是，这种新茶中咖啡碱含量也较高，更
容易产生醉茶。所以提醒大家，新茶虽好，可不

要贪杯哦！
还有的人平日喝的茶是高发酵的熟茶，猛然

改喝低发酵或不发酵的绿茶或生茶且量较大时，
也会醉茶。

除了容易醉茶的人，患有神经衰弱、失眠、甲
状腺机能亢进、结核病、心脏病、胃病、肠溃疡的病
人，以及哺乳期及怀孕妇女和婴幼儿也不宜饮茶。

发酵度越低越易醉 品新绿茶切贪杯

卫生健康
咸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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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治过敏性结膜炎？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金桂社

区的王女士咨询，如何防治过敏性结膜炎？
市中心医院有关医务人员介绍，过敏性结膜炎又

称为变态反应性结膜炎，是结膜对过敏原刺激产生超
敏反应所引起的一类疾病，以Ⅰ型和Ⅳ型超敏反应为
主。出现过敏性结膜炎之后往往会有结膜的充血、水
肿、流眼泪、分泌物增多、眼睛痒痒的症状，部分有异物
感和烧灼感的症状。

尽量避免或减少接触过敏原、改善生活环境，有助
于缓解和控制过敏性结膜炎病情。尘螨过敏患者应做
好室内清洁和除螨工作，花粉过敏症患者则需要在花
粉季节尽量采取保护措施。空气污染严重时患者应适
当减少户外活动时间。眼部清洁及凉敷能一定程度减
缓眼痒等不适。

过敏性结膜炎治疗药物有抗组胺药、肥大细胞稳
定剂、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

如何预防支气管炎？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金桂社

区的张女士咨询，如何预防支气管炎？
咸安区中医医院有关医务人员介绍，气候因素、感

染因素、外界因素、吸烟都是支气管炎产生的常见原
因。支气管炎主要表现为咳嗽、吐痰、气喘等炎症。

预防支气管炎，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添加衣物，平
时要穿得暖和些，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做到不抽烟，最
好也不要吸“二手烟”。

及时控制感染是支气管炎的治疗原则，可以适当
地应用镇咳的药物，痰量较多或者是比较黏稠，可以应
用祛痰的药物。支气管炎的治疗，目的是为了减轻患
者的症状和改善机体的功能。

此外，日常生活中要加强自我调理，饮食宜清淡，
多食用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如奶制品、蛋类、
鱼、瘦肉及新鲜蔬菜、水果，少食刺激性及油炸食品。

如何预防脊椎疾病？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家住咸安区金桂社

区的王女士咨询，如何预防脊椎疾病？
咸安区中医医院有关医务人员介绍，脊椎病的产

生与长期伏案工作有关。人在长期伏案工作时，使颈
椎长时间处于屈曲位或某些特定体位，不仅使颈椎间
盘内的压力增高，而且也使颈部肌肉长期处于一种非
协调受力状态，颈后肌肉韧带易受牵拉劳损，椎体前缘
相互磨损、增生，长期低头伏案还使整个躯体重量全部
压在腰骶部，压力随承受面分布不均，会引起腰、腹、背
部肌肉下垂、疼痛，脊椎肌肉也因循环欠佳而出现痉挛
现象。

预防脊椎疾病，在坐姿上尽可能保持自然的端坐
位，头部略微前倾，保持头、颈、胸的正常曲线；可调节
桌面与椅子高度，以避免头颈部过度前屈。定制一个
与桌面呈10度至30度的斜面工作板，更有利于坐姿
的调整。长时间近距离视物后，应抬头向远处眺望一
分钟左右，既可消除疲劳感，又有利于颈椎病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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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卫健系统

21项活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记者刘念、通讯员余伟报道：为隆重庆祝

建党100周年，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市卫健系统走
实走深，5月7日，全市卫健系统召开“学党史、铭初心、
践誓言、比作为，争当健康咸宁先锋、开创卫健工作新
局”活动启动会。

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切实把抓好党建作
为最大的政绩根植于我市卫健各级班子成员的心中、
落实于卫健各级班子成员的肩上。要坚持把党对卫健
工作的绝对领导贯穿于我市卫健工作的各环节、全过
程。要争当健康咸宁先锋，开创卫健工作新局，抓实疫
情常态化防控、大健康产业发展、“323”攻坚行动、疾
控体系改革和公卫体系建设。

据了解，活动将在落实党史学习教育“规定动作”
的基础上，结合卫健工作实际，围绕“学党史、铭初心、
践誓言、比作为”4个方面开展21项活动，包括整治不
规范医疗行为、开展“百名专家联乡镇”活动、开展“万
名医务工作者联千村”活动、在发展大健康产业上比作
为等。活动目的是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以党建工作促进各项业务工作向前发展。

市疾控中心健康管理中心自2012年成立以来，一直
以“服务、质量、满意度”为工作着重点，以“提高人民健康
水平”为目标，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提升
群众满意度，真正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落到实处。

着眼细节，营造优质环境
健康管理中心一直秉承全民大健康理念,全方位、全

周期维护人民健康,主要以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健康长寿为
宗旨。以治未病、管慢病、防大病为服务宗旨，提出行业内
领先的、全新的健康管理策略,对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进
行全面监测、分析、评估、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及对健康危
险因素进行干预，并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引导群众建
立正确健康观，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健康管理中心面向全市开展了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
职业人群体检、健康人群体检等业务。

健康管理中心独立设置了综合体质室、内外科、妇科、
五官科、彩超室、心电图室、放射科、骨密度检测室、动脉硬
化室等专科检查室，配备了专业体检专用设备，实现“一站
式”体检服务。一楼接待大厅环境优雅、整洁宽敞，饮水
机、自助复印机、自测一体机、便民药箱等便民设施一应俱
全。体检导引单上均标明体检步骤和相对应体检项目的
体检科室，各诊室标记醒目，力争让群众轻松便捷完成各
项体检。一处处微不足道的细节，彰显出健管人为人民服
务的一片真情。

培养人才，提升服务质量
健康管理中心有专业技术人员30余人。十年来，健

康管理中心在狠抓专业技术能力培养的同时注重全方面
的人才培养。先后培养了国家级健康管理师15人、国家
级营养师5人、省级健康讲师5人。先后派出多名医务人
员到三甲综合医院进修学习。每年派出人员参加国家级
学术会议2-3次，科室内部每月开展业务学习至少2次。
通过多年的努力培养出一支专业的健康管理队伍，服务全
市人民。

注重公益，促进人民健康
十年来，健康管理中心接受健康管理服务群众达到

10万人次，在机关、学校、企业开展健康教育讲座数百场，
举办了6次大型健步走活动，真正做到引导全市人民群众

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2015年，健康管理中心参与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成为项目点
之一。项目开展六年来，免费对城区1.8万名35-75岁居
民进行项目筛查体检，筛查出4500余名心血管病高危人
群，高危人群检出率高达25%以上，并对高危人群进行长
期随访，实时了解高危人群的身体健康，通过生活方式干
预减少高危人群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

在高危人群的长期随访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颈动脉严
重狭窄的群众，健康管理中心都会开通绿色通道帮助群众
联系省级综合医院进一步诊治。40多岁的王先生在颈动
脉超声检查时，彩超医生发现甲状腺有异常回声，凭着多
年的彩超经验，判定甲状腺癌的风险较大，立即和王先生
沟通并联系了省级综合医院，最后王先生被确诊为甲状腺
癌并进行了手术，术后预后良好。事后，王先生来到健康
管理中心说：“谢谢！谢谢你们这些有责任心有爱心的白
衣天使，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救命之恩！”对此，健
管人只想说：“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是我们的使命，能为人民
群众办点实事并得到群众的认可，就是我们最幸福的事！”

十年来，健康管理中心以健管人的执着和坚守，一直
钻研在健康管理发展的道路上，立志在提高全民健康素
养、改善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等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健
康管理事业才刚刚开始，接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等着
健康管理中心去探索去创新，去为更多的人民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

市疾控中心健康管理中心：

守护人民群众健康是我们的使命
通讯员 廖晓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