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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吃粽子熏艾叶挂菖蒲佩香袋洗药浴

补维生素 D 不能只靠晒太阳

古人
“健康节”里的中医药文化

一岁以内每日服用 400 国际单位

健康视点

论何种口味的粽子，都可饮用热红茶以解腻
降脂减肥。
饭后适当的运动，如健步走，
则更加有助
于热量的消耗和体魄的强健，同时应避免烦
躁忧郁以养心气。张智龙还给大家推荐一款
药茶
“四物消脂茶”
，既能享受美食佳肴，又能
保持好身材。做法是用荷叶、决明子(打碎)、
玫瑰花、杭菊花，水 2 碗煎存 1 碗，滚汤冲泡
铁观音茶叶(少许)，代茶频饮。
至 于 雄 黄 酒，张智 龙 不 建 议 饮 用。 因
为，中药中的雄黄为硫化物类矿物，主含二
硫化二砷（As2S2）。辛、温，有毒。功效为
解毒杀虫，燥湿祛痰，截疟。雄黄加热到一
定温度后可以被空气氧化为剧毒的砒霜，这
也是加热饮用雄黄酒更易中毒的原因。
《药
典》规 定 雄黄多入丸散，内服宜慎；不可久
用，孕妇禁用。

主持人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本月 25 日就是端午节了。天津市名
中医、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张智龙
说，端午节居于五月之始，天气炎热加上
梅雨到来，高温湿热蚊蝇孳生，是传染病
高发季节，因而端午节也是古人的“卫生
日”
“健康节”，丰富多样的民俗习惯，吃粽
子、饮雄黄、熏艾叶、挂菖蒲、佩香袋、驱五
毒、洗药浴等都与中医药文化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中药
“药气”
防病治病

端午节许多地方都有给孩子们佩戴香囊驱病避虫的习俗，图为小学生在学习制作香囊。

相关链接

艾叶菖蒲驱五毒香袋药浴避邪气
张智龙说，端午时节，气候炎热，湿气
蒸腾，蝎、蛇、蜈蚣、壁虎、蟾蜍、蚊虫均多在
此时出动，且传染病易为流行。正是民谣
中 所 说“ 端 午 节 ，天 气 热 ，五 毒 醒 ，不 安
宁”
。因此端午节习俗虽因地而异，
但多数
地区都有熏艾叶、挂菖蒲、佩香囊、驱五毒、
洗药浴、缠丝符等驱五毒、避邪气的习俗。
用
“药气”
防病、治病也是中医重要的手段，
在门口挂艾蒿、菖蒲、佩香囊，都是用中药
挥发的香气来驱除病邪，预防疾病，
这是中
医在各种防疫注射发明以前比较有效的防
疫方法。
五月五日古时亦称为“恶月恶日”，寓
有不吉利之意。这一天人们在门口熏挂艾
叶和菖蒲来辟邪驱虫的习俗流传至今。艾
叶是中医灸法的主要材料，
《本草纲目》载：
“艾叶苦而辛，
生温，熟热”
，入脾、肝、肾经，
无毒，能够温经散寒，
理气除湿，止血安胎；
现代研究表明，艾叶含有独特的香精油成
分，能够有效地抑制和消灭病毒，
增强人体
抵抗力。
另外，端午亦称“端阳”，此时接近夏
至，阳气最旺，适于养阳，素体阳虚或冬日
易发风湿性关节炎、哮喘等疾患者，
最宜于
此时艾灸，顺天之阳盛以补人体之阳。
菖蒲别名香菖蒲，与兰花、水仙、菊花
并称“花草四雅”，能够化湿开胃、开窍豁

痰、醒神益智，
民间常用燃菖蒲产生的香气来
驱散蚊虫。
张智龙说，每逢端午节，
家家还要给孩子
挂香囊。
《岁时杂役》载：
“端午以赤白彩造如
囊，以彩线贯之，
搐使如花形”
，
意指端午节时
民间会制作各种造型的香囊，放入艾叶、苍
术、藿香、吴茱萸、肉桂、砂仁、丁香、白芷、菖
蒲、冰片、雄黄等气味芳香的草药佩戴来避邪
气、增食欲，
这也是中医所讲
“芳香避秽”
。现
在临床常用的中药药枕、中药熏蒸、中药熏洗
疗法等，都是利用药物的煎煮后产生的药汽
结合温热作用来达到治病或强身的目的。需
要注意的是，香囊中的药物多具行气之功，孕
妇当慎用；
佩戴后若出现红疹瘙痒者当取下，
可挂于通风处避免接触皮肤。还有一些地方
讲究端午节前后洗药浴以洗除晦气、祛病健
体。常用药物有艾叶、菖蒲、桑叶、薄荷、野菊
花、忍冬腾等。

药食同源养生度夏
端午食粽增食欲巧配茶饮助健康
吃粽子是大江南北过端午佳节的共同的
饮食习俗。传统的粽子以糯米为主要材料，
加入豆类、红枣等包以粽叶蒸制而成。北方
的粽子多为甜口，馅料为豆沙、豇豆、栗子、大
枣或蜜枣；
而南方的粽子多为咸口，馅料有咸

蛋黄、五花肉、腊肉、香肠等；
随着食材的丰富
和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多的新式粽子开始流
行，如芝士粽、玉米粽、鲍鱼粽、干贝粽、莲蓉
粽、栗子粽、抹茶巧克力粽、藤椒牦牛肉粽等
等。张智龙解释说，药食同源是中医中药的
重要理论，也是中医中药千年流传的人文基
础。端午饮食的主要食材都有防病治病、安
然度夏的功效。红豆能够利水湿、解热毒，且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红枣能够补益脾胃、益气
养血，常食可改善胃肠功能、增力强体；香甜
软糯的糯米配上清香的粽叶，更是让人食欲
大开，无论何种口味，
都是端午时节人们喜爱
的必备美食。需要注意的是，粽子黏滞，不宜
多食和空腹食用，每餐一到两个即可，
糖尿病
患者应适当减半，刚从冰箱拿出的粽子宜加
热软透再吃，以免食滞碍胃，影响消化；同时
最好搭配一些蔬果，增加纤维和维生素的摄
入，帮助粽子的消化。
吃完甜糯美味的粽子，配上一盏热茶，能
够有效帮助解腻和消化。若食用甜味的粽
子，可饮用薄荷茶来清爽解腻，
同时薄荷能够
促进体内葡萄糖代谢、预防肥胖；
若食用纯糯
米或加了豆类的粽子，可饮用玫瑰花茶、茉莉
花茶等花茶来增加甜香，花茶香气宜人，还能
够促进血液循环，同时营造一种浪漫的氛围；
若食用肉类粽子，可饮用普洱生茶、菊花茶或
山楂茶来解腻消脂，其中，普洱生茶解腻最
佳，菊花可清肝泻火，山楂能够帮助消化；无

腿疼腿麻险截肢 竟是心脏惹的祸
专家提醒房颤患者要警惕心源性血栓
家住我市滨海新区
的 姜 先 生 今 年 55 岁 ，患
房颤四年了。一个多月
前他突然感觉右腿疼，走
路时疼得越发严重，而且发麻、发凉。开始
他没当回事儿，可症状一直不见好转。姜先
生只能瘸着腿走路，走上二三十米，腿就沉
得抬不起来，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姜先生到家附近医院就诊。经检查，医
生诊断他的右腿动脉有栓塞并进行了药物治
疗。同时，
医生告诉姜先生，
这次栓塞的发生
可能和他多年来没规范治疗房颤有关。原
来，刚发现房颤时，姜先生坚持规律服药，可
后来除了偶尔心慌、
心悸，
平时心脏没什么症
状，他自认为房颤并不严重，药也不按时吃

健康红绿灯

了。听到腿疼竟然是由于房颤引起的，姜先
生惊诧不已，
不敢再掉以轻心了。早在 2015
年，姜先生就在我市泰达心血管病医院看过
病，
为进一步治疗，
他再次来到泰心医院。
检查结果表明，姜先生右腿动脉被血栓
堵住，导致腿疼、麻、凉，需要尽快取出血栓，
疏通血管。如不及时治疗，任由病情发展，
右腿很有可能因缺血坏死，甚至截肢。与此
同时，对于引起血栓的房颤也不能置之不
理。该院心内科、血管外科医疗团队决定为
姜先生实施冷冻消融术、左心耳封堵术及下
肢动脉取栓术。手术后，姜先生右腿血流通
畅，疼痛、麻木、发凉的不适症状都消失了，
心跳恢复了窦性心律，极大降低了今后再次
发生血栓的风险。

据该院内六科主任孙中华介绍，房颤容
易在心脏的左心耳部位形成血栓。这是一
种不溶于血液的物质，它脱落后可能随着血
液“游走”至人体全身各处血管，导致脑栓塞
（中风、脑卒中）、腹部动脉栓塞、肢体动脉栓
塞等严重后果，致残致死率高。对于房颤患
者来说，恢复正常窦性心律、防止血栓栓塞
发生都十分重要。房颤射频消融或冷冻消
融能使患者恢复正常的窦性心律，降低栓
塞的风险。而对于持续房颤、心房结构改
变较大、高栓塞风险的患者，单纯地进行射
频消融或冷冻消融后，房颤仍有可能复发，
再次发生血栓栓塞。这样的患者就需要接
受左心耳封堵术，封住房颤血栓的来源，给
生命上“双保险”。
王鹏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向
市民介绍了一些自制香囊和养生茶的方法。
自制香囊：丁香、薄荷、艾叶等中药组成
驱蚊除虫香囊；石菖蒲、
川芎、
苍术、
白芷等中
药组成醒神清脑香囊；薰衣草、
山奈、
益智仁、
辛夷等中药组成安神益智香囊；广藿香、艾
叶、
丁香、
冰片等药物组成香艾清瘟香囊。药
师提示：
含有冰片等芳香开窍药物的香囊，孕
妇及药物过敏者不宜使用。
夏季养生茶：麦冬滋阴茶生津止渴，宁
神安心，滋阴护肝。麦冬 15 克，五味子 3 克，
百合、枸杞各 9 克，开水冲泡或煎煮 10 分钟
左右。
茅根冬瓜茶清热解毒、利水祛湿、解暑。
茅根 20 克，冬瓜 50 克（冬瓜皮 10 克），冰糖适
量，煎煮 20 分钟左右。
消暑养阴茶益气养阴，解暑清热。枸杞、
五味子各 12 克，甘草 9 克，薄荷 9 克，冰糖适
量。将枸杞、五味子、甘草、冰糖煮沸 10 分钟
后加薄荷 9g，加盖离火 5 分钟后，倒入容器晾
凉，即可饮用。
桑菊茶清肺润喉，清肝明目。桑叶 10
克、
菊花 10 克、
甘草 3 克，冰糖适量。将桑叶、
菊花、
甘草一同放入锅中稍煮，
加少许冰糖。
三鲜饮提神醒脑、清心明目、生津除暑
热。竹叶 10 克、荷叶 10 克、薄荷 10 克，蜂蜜
适量，加水煎煮 10 分钟后取汁，加入适量蜂
蜜代茶饮。

健康速递
中华疝和腹壁外科在线教育学院
天津分院落户市人民医院
中华疝和腹壁外科在线教育学院天津分
院日前落户我市人民医院，该院普通外科疝
腹壁外科主任王荫龙担任首任院长。
“中华疝
和腹壁外科在线教育学院”是由中华医学会
电子音像出版社主管的专业在线交流学习平
台。该学院为全国基层疝外科医师提供疝丰
富的教学资源，以系统性提升基层医师的临
床服务能力和诊疗规范化操作水平。
市人民医院疝和腹壁外科是我市疝病
诊疗中心和疑难疝会诊中心，同时还是中国
医师协会京津冀疝外科联盟培训基地。该
科自成立以来已完成各类开放和腹腔镜疝
修补手术一万余例，每年完成各类疝手术一
千余例。

维生素D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
最主
要的功用是帮助钙在身体内的吸收和利
用，使宝宝的牙齿和骨骼强健，此外还有
促进皮肤细胞生长、
分化及调节免疫功能作用。维生素 D 在母
乳和其他天然食物中含量都很低，
人体在接受紫外线照射后能
够合成转化为维生素D，
但是晒太阳这件事儿说来简单，
实际上
婴幼儿完全依靠晒太阳合成转化足够维生素D难以实现。
空气污染、季节温度、雾霾等外界环境因素，宝宝晒太阳
的时间、晒太阳时能够暴露出来的皮肤面积，外出时使用的遮
阳帽、防晒霜等防晒用品，这些都会影响到皮肤转化维生素 D
的效果和数量。因此维生素 D 与其他营养素不同，必须依靠
额外补充。新版《儿科学》将原先开始补充维生素 D 的时间更
新为“足月新生儿出生后几天开始补充维生素，每日 400 国际
单位。”
“出生几天”通常就是健康的足月宝宝出院的时间，可
以从出院回家开始为宝宝补充维生素 D，每日 400 国际单位，
直至宝宝满一周岁；一周岁后改为每日补充维生素 D 600 国
际单位。早产的宝宝，因为身体更加娇弱，对营养素的需求较
之正常宝宝更高，体内各种营养素的储备比较少，因此也需要
在出生后几天内开始补充维生素 D。从开始补充至宝宝满三
个月这段时间，需要每日补充维生素 D800 国际单位，之后改
为每日 400 国际单位，直至宝宝满一周岁。
维生素 D 要补到什么时候？
《儿科学》中明确提道，维生素
D 应当“推荐长期补充，直至儿童和青少年期”。如果担心宝
宝维生素 D 摄入不足或补充过多，可以在宝宝定期体检时，为
宝宝检测血液中维生素 D 的含量。根据血液中维生素 D 的水
平，在医生专业的指导下，随时调整补充剂量，合理补充维生
素 D，
助力宝宝成长。
田祯

育儿百科

胆固醇没有好坏关键看多少
低密度胆固醇最好在 1.8 至 2.6mmol/L
“将胆固醇以‘好’
‘ 坏’区分非常不
科学，无论是所谓‘坏’的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还是
‘好’
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都是人体各器官需要的营养物质，根本
没有‘好’
‘坏’之分，只有多少的问题。”我市第三中心医院神
经内科主任张哲成日前表示。
张哲成说，胆固醇是一种类似脂肪的物质，必须借助脂蛋
白的帮助才能溶于血液并在血液中流动。人体内的所有组织
器官、细胞都需要胆固醇。肝脏可以产生大量的胆固醇，与低
密度脂蛋白结合在一起，进入血液，
并通过血液运送到全身的
组织器官。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本身是人体需要的，
只有
它在血液中的浓度过高才对人体有害。因为过多的低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会沉积在心脑等部位血管的动脉壁内，
逐渐形成动
脉粥样硬化性斑块，
血管壁上形成的斑块会使血管变得弹性欠
佳，从而影响输送血液的能力。严重时会阻塞血管，最后可以
引起冠心病、脑卒中和外周动脉病等致死致残的严重性疾病。
“控制胆固醇并不是消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而是控制它的血液浓度，但也不是浓度越低越好。 ”张哲成
说，
“研究表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太低，出血性中风风险反
而增加。根据《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 年修订
版）》，LDL- C 合 适 水 平 为 ＜3.1mmol/L ，理 想 水 平 为 ＜
2.6mmol/L。而一些研究团队提出，LDL-C 水平控制在 1.8
至 2.6mmol/L，可能是预防脑出血的较好选择。
”
张哲成提出以下建议将胆固醇控制在最佳水平。一是肥
胖者要注意控制饮食，注意摄入量，增加体能消耗，逐渐恢复
到标准体重。二是饮食上避免长期节食或吃素，
可以以低脂、
低胆固醇、含适量蛋白质的食物为宜，如瘦肉、鱼；
少吃动物内
脏、肥肉、黄油、鸡蛋等。多吃富含纤维素的绿色蔬菜如芹菜、
韭菜等和含碘丰富的食物如海带、紫菜等，少吃盐和糖，防止
动脉硬化的加速发展。进餐要有规律，不宜暴饮暴食。忌烟
酒。三是积极治疗原发病，如糖尿病、胆结石以及甲亢等慢性
消耗性疾病。四是适当体育锻炼对防治高胆固醇有相当大的
作用，如慢跑、太极、瑜伽等。
陈颖

专家谈病

天津医院开设肩肘腕外科专病门诊
天津医院创伤骨科上肢二病区日前开设了我市首家肩肘
腕外科专病门诊，为患者解决肩肘腕外科疾病，帮助患者准确
选择专业医生诊治，使疾病得到及时治疗。肩肘腕外科专病
门诊诊疗范围包括肩肘关节的各种复杂骨折、脱位；
肩肘关节
肌腱、韧带软组织损伤；
肩肘关节骨关节炎、肩袖撕裂性疾病、
肩周炎；
腕关节运动损伤等多种肩、肘、腕部疾病。
孙德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