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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1日讯 立
秋之后，气温渐凉，气候多
变，早晚凉风时至，秋风秋
雨渐多，人体经历了夏季高
温酷暑的消耗，免疫力相对
低下，各种疾病容易乘虚而
入，故谓“多事之秋”。

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
目前湖南气温偏低，不少人
用“一夜入冬”来形容。这样
的天气下，“秋冻” 是否可
行？ 秋天如何健康度过？国
家级名老中医、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
结合专家旷惠桃教授支招。

秋冻要适度，避免伤身

民间有“春捂秋冻”之
说，意在“耐寒锻炼从初秋
开始”。为何要进行秋冻？因
为秋季处于夏季和冬季之
间， 让身体承受并适应寒
冷， 可促进身体血液循环，
并增强抵御的能力。

旷惠桃教授提醒，秋风
虽凉，不忙添衣，过度加衣
会使汗液蒸发， 阴津耗伤，
阳气外泄。 但秋冻也要适
度，过度秋冻，寒易伤肺，风
寒外袭，易致感冒、咳嗽、鼻
炎、咽炎、肺炎、哮喘等呼吸
道疾病发生。

秋季穿衣一个简单的
原则是“身体略感凉意，但
不感觉寒冷”。幼儿、中老年
人及患有呼吸道疾病、胃肠
炎、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病患
者更要随时增减衣服。

预防疾病，运动不可少

秋季是流感等呼吸道
传染病的高发季节。如何做

好流感等呼吸系统疾病的
预防?专家表示，除了日常做
好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的防控
措施外，还要均衡饮食、适量
运动、保证充足的休息。如果
发现自己出现打喷嚏、 流鼻
涕、喉咙痛等症状时，除了及
时就医之外， 外出要戴上口
罩，避免传染给他人。

专家还建议，在流感高
发期到来之前，有需要的市
民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

秋季昼夜温差大，气与
燥邪相结合， 使血管收缩，
导致心脑血管病变增多，容
易诱发相关疾病。

专家提醒，心血管病的
预防和保健首先要提倡健
康的生活方式，遵循健康四
要素：戒烟酒、合理膳食、适
当运动和心理平衡，对于老
年人来说，心理平衡可能尤
其重要。其次要积极有效控
制各种危险因素， 特别是
“三高”， 注意定期体检、规
范合理用药，避免盲目使用
各种保健药物或器械治疗。

秋天是运动锻炼的黄
金季节。旷惠桃解释，秋季
机体活动随气候变化而处
“收”的状态，阴精阳气处在
收敛内养阶段，故秋季运动
要适度，不宜过于剧烈。

运动项目因人而异，可
选择强度低、有节奏、能持
续较长时间、在锻炼时可达
到有氧代谢作用、 方便可
行、容易坚持的项目，如散
步、跑步、游泳、健身舞、太
极拳、健身操、秧歌等，中老
年人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
身体条件来选择其中的一
两项进行锻炼。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陈双

本报10月11日讯 这几
天的天气是不是很刺激？前
几天还闹嚷着都立秋了，天
气还如此炎热，一转眼，气温
骤降，一夜入秋。冻得人措手
不及，不少小伙伴网购的秋衣
秋裤甚至还没到货。也不要太
着急，因为你可能要把冬装也
准备一下了。 气象部门称，未
来一周受冷空气分股南下影
响， 省内气温还将继续“跳
水”，降温幅度6～8℃。

街头巷尾遍布“喊冷”声

寒露已过， 便已是冷风
瑟瑟 ， 秋天的韵味越加浓
郁，之前的阳光明媚 、暖意
融融的天气，已经被秋风、
秋雨替代。11日， 长沙最高
温只有17℃。 家住开福区的
刘女士早上出门时， 只穿了
一件卫衣，但凉飕飕的天气，
让她吃不消， 又快步回家加
了个外套。

据湖南省国家站气温观
测数据显示，11日15时长沙
气温仅15.9℃， 较6日15时
21.2℃、7日15时19.5℃、8日
15时20.8℃、9日15时20.1℃、
10日15时19.6℃显著偏低，
气温创下下半年来的新低，
不少小伙伴直呼：手冷jio冷，
不穿秋裤已经hold不住了！

“喊冷”的声音也遍布街
头巷尾。“我在家都宅了一天
了，出来透透气。”当天下午，
正在菜市场买菜的任女士对
记者说， 本来早上就要出来
的，但这天实在太冷，不想出
门，“为了御寒， 压箱底的秋

装还没洗就穿上了”。

降温降水套餐即将上线

不止长沙。11日下午，湖
南省国家站气象观测数据显
示， 湖南14个市州气温全降
到了“1”字打头，最低温仅
13.8℃。市民王先生吐槽：“湖
南真是没有秋天， 直接入冬
的架势！”

这周，冷空气将频繁发力，
在冷空气的持续侵扰下，后期还
有降温、降水加大风的天气套餐
上线，大家有必要根据天气变化
调整穿着，以免着凉。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
周受冷空气分股南下影响，
省内气温明显偏低， 风力持
续较大，湘南地区多阴雨。11
日受冷空气影响，湘东南局地
有弱降雨；12日至14日受台风
“圆规”外围云系影响，湘中以
南有降雨发生，湘南局地有中
到大雨；15日至17日受新一轮
较强冷空气影响，全省自北向
南有一次降温、 降雨天气过
程，降温幅度6～8℃。

另外， 冷空气和台风影
响期间， 省内大部分地区风
力维持在3～4级， 江河湖面
局地阵风达7～8级， 给人的
体感会更冷。

气象专家同时提醒，近
日，湖南冷空气活跃，风力较
大， 需注意防范大风对水上
交通、农业设施、户外活动或
作业等的不利影响；还要注意
防范降雨对交通运输与出行、
晚稻收割晾晒的不利影响。

■记者 李成辉

暖宝宝都卖光了，烤红薯、烤玉米应声看涨，热饮成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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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秒入冬， 连秋裤都
翻出来穿了。”10月11日9时，家

住长沙市恒大御景半岛的程小姐说，为了
给家中刚满周岁的孩子提供舒适的居家环境，
降温后便购买了无辐射水暖垫、碳晶地暖垫、暖
风机等5种取暖设备，花费了上千元。

寒露节气后，寒意猛增。国庆小长假后，湖
南大部分地区迎来降温。气温骤降，也迅速带火
了能让人感觉温暖的生意。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
访长沙市场发现，暖宝宝、暖风机等御寒商品迎
来今年首个销售高峰……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宁瑞欣

暖宝宝卖光了
取暖设备迎来春天

“果然长沙只有夏天和冬天，春
秋只在战国时能见到。” 看着身旁赶
着通勤的路人纷纷裹紧加绒夹克，程
小姐不免想起了网络上调侃长沙秋
天“迷路”的段子，“国庆时特意把秋
装从衣柜中整理出来，谁想到没有穿
它的机会了。”

有意思的是，“缩水”明显的秋天
让暖宝宝、暖风机等御寒商品迎来首
个销售高峰。10月11日， 在长沙市湘
江中路一段诺舟大药房内， 零售价
11.9元一包的暖宝宝便处于“缺货”
状态。“一大早卖了40几包暖宝宝，店
里的囤货全部卖光了，新一批还得后
天才能送来。”导购员赵小姐说。

此外， 在苏宁五一广场云店二
层，原本集中展示电风扇的区域换上
了一体机油汀、暖脚器、暖风机等各
式各样的取暖设备。“气温骤降，不少
顾客打算直接将餐桌更换成可热菜、
取暖的电暖桌。” 瑞奇电暖桌导购介
绍，取暖设备已达到销售高峰，品牌
在长沙所有专柜平均一天能卖出几
十台电暖桌。

烤红薯、烤玉米应声看涨
热饮成主打

10月11日一大早，在开福区泊富
icity美好生活中心附近推着三轮车
卖烤红薯和烤玉米的张爹悄悄更换
了悬挂在推车前的价格牌， 原本4元
一根的烤玉米涨到5元， 烤红薯则从
10元每斤涨到10.5元。“进价涨了，我
也只是随行就市。” 当前来购买烤红薯
的市民询问为何涨价时，他如是回答。

尽管零售价涨了点儿，但消费者
的热情似乎并未减少。一位前来购买
玉米的女性市民笑着说：“烤红薯拿
在手上热腾腾的，不仅能吃，还可以
取暖呢。正好今天穿少了衣服，用烤
红薯来取暖挺好的。”

此外， 三湘都市报记者注意到，
商场里最受欢迎的奶茶饮品店内，也
悄悄换下了大幅的冰饮宣传画，取而
代之的则是热饮照片。在五一广场喜
茶惠农店外，就摆着刚刚上新的热饮
芋泥波波的推广海报。而在富兴时代
4层一家主打鲜榨果汁的饮品店内，
店员也热情地向点单顾客推荐如芒
芒鲜奶、芋泥鲜奶波波、桃胶椰奶等
新上架的热饮单品。

10月11
日，长沙市湘
江中路，一名
女士在大风
中前行。

湖 南 日
报·新湖南客
户端记者 唐
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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