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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知

夏季炎热干燥， 鼻腔内易干燥干
裂不适， 不少人尤其是小孩， 可能说
着说着话就出现了 “两行鼻血流下
来” 的症状。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夜间急诊和耳鼻喉科， 最近也
常有因突发流鼻血来院的患者。 一般
来说， 鼻子易出血部位在鼻中隔前下
方的易出血区 ， 40 岁以上中老年人
则多见于鼻腔后部， 那么， 引起鼻出
血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夏天流鼻血的原因

中医认为， 流鼻血是由于人的气
血上逆导致的。 鼻属于肺窍， 鼻子出
现病症， 与肺和肝等部位出现异常有
着很大的关系。 当人的气血上升， 特别
是肺气较热时， 人就会流鼻血。 肺气过
热时， 人的眼底也会带血或出血。

夏日天气燥热 ， 人在生气 、 发

怒， 甚至是休息不好时， 都可能气血
上升， 导致鼻腔出血。 另外， 饮酒和
食用过多的辛辣、 煎炸等食物， 也可
能导致肺热， 使人流鼻血。

除天气原因外， 爱流鼻血还与鼻
腔的干燥程度有关。 当鼻腔过于干燥
时， 里面的毛细血管就会容易破裂，
导致流血。 如果是患有过敏性鼻炎的
人， 频繁进出空调房， 冷热交替会引
起鼻部瘙痒， 多次揉搓鼻子也可能弄
破毛细血管， 导致出血。

各种鼻腔异物出血、 鼻炎、 鼻窦
炎以及鼻中隔相关疾病如鼻中隔偏
曲、 黏膜糜烂、 穿孔等疾病可致鼻黏
膜血管受损而出血。

这样正确处理鼻血

有很多人处理流鼻血的方式通常
是以下两种： 45°角仰望天空， 不让

鼻血流下来， 或者用纸巾堵住流血的
鼻孔， 静待鼻子自行止血， 其实这样
是不正确的！

仰头止血会导致大量的鼻血从后
鼻腔流入口腔和咽喉， 有可能吞下大
量鼻血， 从而导致胃部不适， 引起腹
痛、 呕吐等症状。

而用纸巾堵塞鼻孔， 容易摩擦损
伤到鼻腔黏膜 ， 破坏脆弱的毛细血
管， 加重出血； 再者， 塞住鼻孔， 原
本向外流的鼻血可能会倒流进口腔、
食管甚至气管等， 造成和仰头止血一
样的危险。

正确处理鼻出血的方法是： 头部
保持正常直立或稍向前倾的姿势， 使
已流出的血液向鼻孔外排出， 以免留在
鼻腔内干扰到呼吸气流甚至堵塞鼻腔；
将出血侧鼻翼向鼻中隔方向按压数分
钟， 可配合局部冷敷， 一般可止血。

对于反复长期鼻出血患者应日常
重点监测血压、 凝血功能及血常规，
对于异常结果积极采取措施。

对于鼻腔术后患者， 应避免用力
擤鼻和剧烈活动。 出现鼻塞及鼻内结
痂勿挖鼻， 多饮水， 适当应用加湿器
保持鼻内湿润。

如何预防流鼻血

1.防止室内干燥， 可在地面上洒
些水， 或用空气加湿器， 保持室内一
定的湿度。

2.勤洗鼻， 滋润鼻腔。
3.多喝水， 多吃蔬菜和水果及富

含营养且清淡、 易吸收的食物， 防止
维生素 C、 B1、 B2 等的缺乏。

4.不要抠鼻孔， 避免损伤鼻黏膜。
(据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公众号)

中医认为不少失眠与脏腑功能虚
弱有关， 不妨对应选择适合自己的食
疗方， 补脏腑， 助睡眠。

失眠多梦→酸枣仁粥
若失眠多梦， 伴有心慌健忘、 头晕

目涩等症， 中医认为多由心肝阴血不足
所致， 可取炒酸枣仁 60 克加水煎熟，
去渣取汁， 将粳米 400克放入药汁中煮
粥， 每次适量食用， 能够起到养血、 补
肝、 宁心等作用， 改善此类失眠。

失眠烦躁→甘麦大枣汤
如果睡眠不安 、 烦躁 、 精神恍

惚， 与心阴不足、 肝气郁结等因素有
关， 可将小麦 30 克、 甘草 9 克、 大

枣 10 枚洗净， 加水煎煮 30 分钟， 去
渣取汁， 代茶饮用， 可以养心解郁安
神， 尤其适合更年期情绪不稳、 容易
失眠者。

失眠健忘→百合红枣粥
思虑过多、 长期劳倦等人群可存

在心脾两虚的问题， 容易出现失眠健
忘、 心慌多梦、 神疲体倦等表现， 可
选取百合 20 克、 红枣 6 枚， 与小米
50 克一同煮粥， 早晚趁温热各服一
次， 可以起到健脾益气、 宁心安神的
作用， 改善此类失眠。

失眠易惊→远志枣仁粥
如果睡觉过程中容易惊醒， 或伴

心慌、 健忘等表现， 可取远志 10 克、
炒酸枣仁 10 克洗净， 加水煎煮， 去
渣取汁， 在药汁中加入粳米 50 克熬
煮成粥， 晚间睡前服用， 有助镇惊、
补血、 安神。

失眠腰酸→杞圆膏
如果失眠人群平时有腰膝酸软、

头晕耳鸣、 健忘等表现， 多与心肝肾
不足有关， 不妨选取枸杞子 20克、 龙
眼肉 20克洗净， 加水文火煎熬， 直至两种
材料没有味道， 去渣取汁后继续煎熬成
膏 ， 每次取 1 至2 汤匙， 用温开水冲
服， 有助补益肝肾、 养心安神。

(据北京中医医院公众号)

常喝胡萝卜汁有助降血压
俄罗斯卫星网援引一项新研究

发现， 吃生胡萝卜和饮用胡萝卜汁
能有效降低高血压。

一项涉及 2195 名 40-59 岁参
试者的新研究结果表明， 经常饮用
生胡萝卜汁有助降低收缩压和舒张
压。 研究人员表示， 胡萝卜等果蔬
中富含关键降压微量元素钾， 可直
接抵消食盐的副作用， 食盐中大量
的钠会导致血压升高。 胡萝卜富含
绿原酸、 对香豆酸和咖啡酸等酚类
化合物， 这些都有助于放松血管和
减少炎症， 进而降低血压水平。 另
一项涉及 17 名参试者的小型研究
结果表明 ， 连续 3 个月每天饮用
16 盎司 (约合 473 毫升) 鲜榨胡萝
卜汁可显著降低收缩压水平。

吃鸡肉会降低胃癌风险
近期， 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

和国立健康与营养研究所的研究小
组发表论文报告揭示， 摄取鸡肉会
降低胃癌风险。

研究小组对日本 90.5 万名 45-
74 岁的居民进行约 15 年的追踪调
查， 将全肉 (肉类总量)、 牛肉和猪
肉 (红肉 )、 火腿香肠等 (加工肉)、
鸡肉 (属于白肉) 按照每日摄取量的
多少， 各分5 组进行比较、 分析和
研究发现， 在女性中， 与鸡肉摄取
量最少组相比， 摄取量最多组胃癌
风险降低 25%， 且在幽门螺杆菌阳
性的女性中也观察到同样结果。

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促进
致癌相关细胞增殖和脱氧核糖核酸
损伤的血红素铁与饱和脂肪酸含量
少， 以及具有抗炎作用的不饱和脂
肪酸多。 (据 《大众卫生报》 )

中医认为夏季人体阳气在外， 体
内偏于虚寒， 日常养生最怕贪凉， 容
易感冒、 腹胀、 身体疼痛等， 颇有季
节特点， 中医有调理的好方法。

贪凉感冒： 巧用香薷
香薷饮 ： 将香薷 10 克 、 厚朴 5

克、 白扁豆 (炒黄打碎) 15 克放置保
温杯中 ， 用开水焖 1 小时后代茶饮
用， 可防治暑湿感冒、 空调病。

香薷粥： 将香薷 5 克加水煎沸、
去渣留汁； 粳米 50 克、 绿豆 50 克加
水煮粥， 待熟时加入香薷汁煮沸， 一
天内分 2 至 3 次凉食或温食， 可防治
夏季轻度感冒。

香荷茶： 将香薷 10 克、 干荷叶
10 克 (或鲜荷叶 30 克 )、 陈皮 10 克
加水先煎 30 分钟， 再加入薄荷 5 克，
煮 5 分钟即可代茶饮用， 能够消暑理
气、 祛湿解表。

贪凉泄泻： 健脾暖脾
预防夏季腹泻， 除了避暑、 注意

饮食常温新鲜， 还要健脾祛湿。 可将
藿香、 佩兰装入布袋随身佩戴或挂在
房中， 一个月左右更换一次， 发挥化
湿、 解暑、 醒脾的作用。

可取苍术 10 克、 陈皮 20 克、 芦
根 15克 (温水浸泡 30 分钟) 煮沸， 再
加入桑叶 10 克、 菊花10 克继续煮沸 3
分钟， 代茶饮用， 建议当天煮当天喝。

日常可取桂皮 5至 10克、 生姜几
片， 在油锅中爆香， 放入猪排骨 250克
(斩件后用食盐、 花生油、 生粉、 生抽腌
制 10 分钟)， 煎至味香微黄 ， 加入山
药 250 克 (切段) 翻炒片刻， 加适量
清水大火烧开， 转小火焖煮， 汤汁不
多时开大火， 加食盐调味即可。

桂皮暖脾， 山药补脾， 二者搭配
排骨烹饪 ， 可以温补脾肾 、 通经散

寒， 适合夏天贪凉食冷所致的腹部冷
痛、 腹泻人群食用。

贪凉腰痛： 强壮筋骨
杜仲、 巴戟天是治疗腰痛的重要

中药， 具有补肝肾、 强筋骨、 祛风湿
的功效。 将杜仲 15 克、 巴戟天 15 克、
陈皮 10克泡软切段， 与猪脊骨 250 克
(提前加姜片、 料酒腌制， 冷水下锅煮
沸去除血沫)、 生姜一同放入砂锅， 加冷
水浸没， 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煲 1 小时，
出锅前放入枸杞 10克， 加盐调味 (2至
4人份)。 此汤有助改善腰痛、 乏力等不
适。 舌红少苔、 咽干烦躁的阴虚火旺
体质者不宜服用， 感冒者忌服。

还可将双掌摩擦发热反复贴于肾
俞穴 (肚脐水平线与脊柱相交处， 后
正中线旁开两横指) 3至 5分钟， 或手
指按揉至酸胀微热， 有益强腰补肾。

（据 《健康时报》）

夏季鼻出血， 教您正确应对！

健康食疗

五款食疗方可有效缓解失眠

中医养生

夏季贪凉伤身体， 安全度夏有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