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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冬天手脚冰凉是正常现象
冬天手脚冰凉， 其实是身体

对我们的一种保护。 我们身体里
有遍布全身的血管供应营养与热
量， 维持着生命与体温。 而在皮
肤里则有一群 “侦察兵” ———冷
觉和温觉感受器， 可随着外界温
度的变化， 参与调节体表温度。
当它们察觉到环境温度下降后，
会触发皮肤末梢血管收缩， 减少
流向皮肤表面的血液 ， 给皮肤
“限制供暖”。 让更多的血液流向
心肺， 为身体的核心器官保暖。

由于手脚是该循环的末梢，
自然会感觉到冷 。 而在女生身
上， 这种遇到寒冷四肢血管就收
缩的效应更明显一些， 所以通常
比男生更容易手脚冰凉。 此外，
女生身上的 “产热大户” ———肌
肉通常也比男生要少， 产热能力
更低。 而女生的体脂含量一般又
更高 ， 体内的热量更难到达皮
肤。 这些因素加起来， 共同造就
了女生更容易手脚冰冷的局面。

有三种疾病
也可引起手脚冰凉
1.�雷诺综合征
除了手脚冰冷外， 如果遇冷

还有手指 /脚趾先苍白 ， 随后发
紫、 潮红， 伴发痒、 刺痛或烧灼
感的症状， 要小心雷诺综合征。
这是一种血管功能障碍性疾病，
也可继发于一些结缔组织病 （如
系统性红斑狼疮、 皮肌炎等）。

除了寒冷刺激外 ， 情绪激
动、 精神紧张也可诱发。

2.�下肢动脉闭塞症
如果除下肢发冷逐渐加重，

还出现走路时间长伴下肢 （通常
是小腿后方） 乏力、 酸胀疼痛，

甚至有皮肤发黑、 溃疡， 要小心
下肢动脉闭塞症。

这是一种血管病变引起的疾
病。 简单来说， 就是下肢的动脉
血管 “变硬” “变厚” “变窄”，
变得像老化的水管一样， 导致远
端部位的血液供应不足， 引起一
系列肢体缺血症状。

吸烟、 肥胖及 “三高” （高
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的人群
要多加留意。

3.�甲状腺功能减退
除了怕冷外， 总是觉得疲劳、

困倦， 或感觉记忆力减退， 有月
经不调、 腹胀便秘、 下肢浮肿等
表现， 要小心甲状腺功能减退。

该病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
不足导致的内分泌疾病， 通过实
验室检查可以发现甲状腺激素
（T3、 T4） 下降， 促甲状腺激素
（TSH） 升高。

怎样让手脚暖起来？
1.�直接取暖
最直接的方法： 热水袋、 暖

宝宝、 电热毯等。
它们都是通过热传导的方式

温暖身体， 但使用上需要特别注
意： 热水袋要选择电热丝式热水
袋 （发热管摸起来像 U 型管或半
圆状）， 传统的电极式热水袋虽便
宜， 但有爆炸风险； 不要长时间
抱着， 更不要过夜使用， 否则容

易发生烫伤； 避免直接接触皮肤，
可以用衣物或毛毯等隔着取暖。

2.�运动
运动时肌肉收缩会产生热能，

加上心率增快、 血液循环加快，
可以将热量传递到外周肢体。 研
究还表明， 运动可以将体内的白
色脂肪组织转化为能够产热的棕
色脂肪。 此外， 运动还能使身体
的肌肉增强、 增大， 帮助御寒。

3.�泡脚
泡脚暖身的原理其实很简

单， 一方面是热量的传递， 另一
方面就是脚部末梢血管感受到外
界温度升高产生舒张， 将体内的
热量带到皮肤。

但这个方法不适合下肢静脉
曲张、 下肢动脉闭塞的人， 容易
加重病情。 患糖尿病的朋友因为
外周感觉神经末梢迟钝， 容易对
水温判断不准确导致烫伤， 引发
感染， 还是尽量避免较好。

健康人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也
不建议天天泡， 即使泡脚也不要
超过 15 分钟， 因为长期这样做
可能会导致血管舒张能力下降。

4.�关键部位保暖
护好头部、 脖子、 膝关节、 脚

踝等部位， 整个人就会暖和很多。
要注意避免穿过紧的衣服和鞋子，
它们会影响外周的血液循环。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 张天华

44 个个方方法法让让你你暖暖起起来来

1. 揉搓手脚。 经常揉搓手脚
心， 能改善末端血管的微循环状
况。 揉脚心时用手掌快速揉搓，
直到有热感为佳。 揉手心时一手
握拳， 揉搓另一只手的手心部，
直到感到手心微热， 再换另一只
手， 交替进行。

2. 上下班快步走。 上下班快
走 、 简单地爬楼梯 、 原地跳跃
等， 都有助于强化自身体温的调
节能力。

3. 晒太阳。 中医认为人体前

为阴， 后为阳， 因此晒后背能起
到补阳气的作用。 每次晒半小时
左右， 边晒边拍打按摩， 有助于
调理五脏气血。

4. 不熬夜 。 熬夜会内耗气
血。 为防寒邪伤身， 冬天更要保
证充足的睡眠， 建议作息尽量调
整为 “早卧晚起”。

5. 坚持泡澡泡脚 。 睡前用
40℃左右的热水泡脚 ， 让水漫
过脚踝 ， 浸泡 20 分钟左右可
促进血液循环 ， 泡脚后要立刻

用毛巾擦干 ， 并赶快穿上袜子
保暖 。

6. 穿宽松衣物。 打底裤、 打
底袜会紧紧 “捆” 在腿上， 导致
血液流通不畅， 使肢体和皮肤表
面的血液循环减慢 ， 人只会更
冷， 严重时反而更容易冻伤。

7. 睡觉时护好脚。 肾经起始
于足底， 而足部很容易受到寒气
的侵袭 ， 建议穿温暖的棉袜入
睡， 避免夜间足部受凉。

廖心怡

秋冬干燥， 有些人喜欢用手指涂
抹唇膏， 这个坏毛病得马上打住了。

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教授伊莲拉
尔森博士表示， 细菌、 病毒和其他隐
形致病微生物都可能寄存在你的手指
上， 如果有细菌在手指上， 当你把手
伸到润唇膏上， 就可能导致感染。

如果你接触门把手、 栏杆或者拿
过手机， 手指上可能有链球菌、 金黄
色葡萄球菌等细菌， 华盛顿大学的皮
肤病专家弗里德曼医学博士表示， 金
黄色葡萄球菌可以引起肺炎， 链球菌
等细菌可以导致咽喉炎、 红眼病、 脑
膜炎等各种疾病。

沉积在公共表面时， 细菌可能会迅
速死亡。 但是如果在感染和免疫过程
中， 则会加速繁殖。 研究发现， 细菌
可以在外周存活长达数月， 而润唇膏就
为细菌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环境。

陈海蓉

涂抹唇膏别用手

学 7招，告别手脚冰凉

对于手脚冰凉的原因，
坊间众说纷纭， 有说是缺乏
运动， 有说是体脂太低， 还
有人说这是体质差的表现。
那么， 手脚冰凉究竟是什么
原因导致的呢？

据 11 月 17 日发表在 《英国皇家
学会界面杂志》 上的一项研究， 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报告说， 将室
内相对湿度保持在 40%到 60%之间与
相对较低的新冠感染率和病亡率有关，
而在此范围之外的室内条件则与较差
的新冠结果相关。

研究结果基于该团队对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8 月期间 121 个国家/地区
的新冠感染数据和气象测量结果的分
析， 研究表明新冠区域暴发与室内相
对湿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研究人员发现， 每当一个地区的
新冠感染病例和病亡人数增加时， 该
地区估计的室内相对湿度平均低于
40%或高于 60%， 无论季节如何。 在估
计的室内相对湿度处于 40%至 60%的
“最佳点” 期间， 该研究中几乎所有地
区的新冠感染病例和病亡人数都较少。

自新冠暴发开始以来， 科学家们
一直在考虑这种病毒的毒力随季节变
化的可能性。 感染和相关病亡数似乎
在冬季上升， 在夏季下降。 但此前试
图将病毒模式与季节性室外条件联系
起来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

在温暖时期， 每个国家/地区的室
外和室内相对湿度大致相同， 但在寒
冷时期它们会迅速分化。 虽然室外湿
度全年保持在 50%左右， 但北半球和
南半球国家的室内相对湿度在各自较
冷的时期下降到 40%以下， 当时这些
地区的新冠病例和病亡人数也激增。

对于热带国家， 一年四季室内和
室外的相对湿度大致相同， 在该地区
的夏季室内湿度逐渐上升， 此时室外
湿度高可能使室内相对湿度超过 60%。
他们发现这种上升反映了热带地区新
冠病亡人数的逐渐增加。

研究人员说， “我们在室内相对
湿度的低端和高端看到了更多的新冠
病亡报告， 而在 40%到 60%的最佳点
内则更少。 这个中间相对湿度窗口与
更好的结果相关， 这意味着未来更少
的病亡和大流行的减速”。

来源： 科技日报

室内湿度 40%至 60%
新冠感染率低

天气一冷就手脚冰凉，是体质太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