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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研究人员发现，如

果老年人能积极参与快走、跳舞、整理花

园、骑车、跑步等中高强度运动，能有效预

防心血管病。

研究人员分析数据显示，与一直不积

极运动的老人相比，研究期间能从很少运

动改变为每周参与 1~2 次、3~4 次、≥5 次

中高强度运动的老人，发生心血管病的风

险分别降低了 5%、11%、9%。与一直积极参

与中高强度运动的老人相比，那些本来每

周至少参与 1~2次中高强度运动、 后来变

得不爱运动的老人，发生心血管病的风险

最高增加了 27%。

研究者发现，对于 60岁以上的老年人

来说，积极参与中高强度运动对总的心血

管病、冠心病、中风风险均有明显降低作

用。 另外，残疾以及有高血压、高脂血症、

Ⅱ型糖尿病的老年人，如果加强中高强度

运动，都有益心血管健康。

据《生命时报》

缓解耳聋耳鸣

常按听宫穴

日常生活中， 有些人会出现耳聋耳鸣

的症状， 有的是一过性的， 有的会逐渐加

重。中医认为，排除器质性病变的耳鸣耳聋

患者，坚持按摩听宫穴能有效缓解症状。

听宫位于面部耳屏前， 下颌骨髁状突

的后方，张口时凹陷处即为该穴。

按摩听宫穴的具体方法是： 用双手中

指指腹轻轻划圈按揉，每次 1~2 分钟，力度

以有酸胀感为佳。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耳聋

耳鸣也可能是其他疾病引起的， 出现症状

需要及时到医院明确诊断， 积极治疗原发

病。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耳鼻咽喉科副

主任中医师 刘玉

近期， 英国研究人员发表论文说，与

经常吃早餐的学生相比，很少吃早餐的学

生 在 英 国 普 通 中 学 教 育 证 书 考 试

（GCSE）中获得的成绩更差。

研究结果发现，29%的调查对象很少

或几乎不吃早餐，18%的学生偶尔吃早餐，

还有 53%的学生经常吃早餐。

研究人员在综合考虑了社会经济地

位、种族、年龄和性别等因素后发现，与经

常吃早餐的学生相比，很少吃早餐的学生

在普通中学教育证书考试中获得的成绩

更差。 英国的普通中学教育证书考试大致

相当于中国的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分为不

同等级，这项研究中将 A* 级折合 58 分，A

级折合 52分，B 级折合 46 分，随后每级差

6分， 计算显示前述两个群体的学生平均

分相差 10.25分。

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表示，早餐可以

在一天的学习活动开始时为大脑提供能

量，不吃早餐对中学生成绩有不利影响。

据新华网

有些人喜欢“趁热吃” ，像

滚烫的火锅、刚沏好的茶，但吃

烫食真的好吗？以下是吃烫食对

身体造成的危害。

1.诱发食管癌 吃下温度过

高的食物会对食道和胃黏膜造

成严重损害， 容易诱发食管癌。

人的食管正常耐受温度是 40℃

-60℃，一旦遭受到 60℃以上的

热刺激， 就很容易发生损伤，更

可能被烫伤。

2.损伤口腔黏膜 人体口腔

和食管表面都覆盖着一层柔软

的黏膜，正常情况下，口腔和食

管的温度多维持在体温温度，也

就是 37℃左右， 在接触到 75℃

左右的食物时，娇嫩的黏膜就会

被轻度灼伤。

3.损伤胃黏膜 胃黏膜耐热

温度一般在 40℃， 所以常常会

出现入口不烫，却会把胃烫伤的

情况，要防止胃烫伤，关键还是

不要吃又烫又刺激的食品。

4. 破坏牙齿组织 长期吃

烫的食物也会危害牙龈健康，

烫的食物对我们的牙齿产生较

大的刺激，过多咀嚼烫食，会破

坏牙齿组织， 引发牙龈肿痛等

症状。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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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

“折耳根” ：可放心

食用

折耳根，又名鱼腥草，是中国

药典收载的中药， 也是贵州人民

喜爱的一种食物。无论是喝粥、吃

肠旺面、做蘸水，人们总是喜欢配

上一些折耳根。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杨亮告诉记

者， 鱼腥草新鲜全草或干燥地上

部分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消痈、利

尿通淋的功效，用于肺痈吐脓、痰

热喘咳、热痢、热淋，痈肿疮毒等。

关于鱼腥草， 医学界曾经出

现一场大争论。“当时，有韩国学

者研究发现在鱼腥草中含有致癌

物马兜铃酸的代谢产物马兜铃内

酰胺” ，马兜铃酸是一类致癌物，

具有很强的肾毒性，这个研究，一

时间引发了许多人的恐慌， 不知

道到底还能不能吃折耳根。

杨亮副主任表示， 之后医学

界进行了大量研究， 证实了鱼腥

草含有的马兜铃内酰胺， 和强肾

毒性的致癌物马兜铃酸并不是一

回事，确认了折耳根的安全性，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局也专门为鱼腥

草辟谣，所以市民不用再担心，可

放心食用。

“柴胡” ：服用的实

为马兰

在民间，“柴胡” 具有清热止

咳的功效。 因此，一到春天，许多

贵州人便喜欢去买上一把 “柴

胡” ，或是春游时去挖上一些“柴

胡” ，带回家用开水过一道，配上

蘸水食用，这样不仅能清热止咳，

还能品尝到野菜独有的清香味。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贵

州人吃的这种叫做‘柴胡’ 的野

菜，并不是真正的柴胡，而是另外

一种名为‘马兰’ 的野菜” ，杨亮

副主任说。

据杨亮副主任介绍， 马兰苗

与柴胡苗均为民间常见野菜。 马

兰具有清热解毒、 消食积、 利小

便、散瘀止血的功效，日常食用，

人们多食的是其幼叶。 杨亮副主

任表示，适当食用一些马兰，对人

体健康是有益的， 但是需要注意

的是，马兰性寒质滑，因此，脾胃

虚寒的人群以及妊娠期妇女不宜

食用。

木姜子：治疗痛经没

那么神奇

前不久， 一名网友的发帖让

木姜子油得到了广泛关注。 在帖

子中， 这名网友称服用木姜子油

可以缓解痛经。

杨亮副主任告诉记者， 木姜

子油作为一种樟科植物果实挥发

油提取物，主要功效是温中散寒、

行气，其挥发油气味芳香特异，这

是贵州人煮火锅时喜欢加木姜子

油的重要原因， 能起到去腥提鲜

的作用。

“从中医学来说，常见的痛

经因病机分为多种，比如：气滞血

瘀、寒凝胞中、湿热下注、气血虚

弱、肝肾虚损等，对于气滞或者寒

凝胞中的痛经， 木姜子油可能会

有稍稍缓解的作用， 但是功效并

不大， 并且如果大量口服木姜子

油， 首先对人的味觉就是一个很

大的挑战。 ” 杨亮副主任说。

杨亮副主任表示， 过量服用

木姜子油会对肠胃产生较大刺激，

且木姜子油性温，不是每个患者都

适合，并不利于人体健康。因此，女

性如果出现痛经，建议到正规医院

就诊，千万不要轻信“偏方”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慧超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专家———

草药入菜 要注意啥

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博大精深， 药食同

源、药食两用，食物与药物之间并没有绝对

的分界线。 在古时，许多中药材便被作为食

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膳食中， 至今， 在贵

州，这种文化依然传承。

喝粥吃面时，配上一碟凉拌折耳根；煮

火锅时， 加上几滴木姜子油； 看见新鲜的

“柴胡” ，煮上一锅当蔬菜吃，这是许多贵

州人都喜欢的饮食搭配。 究竟这种搭配是

否正确，吃这些食物又该注意什么？ 日前，

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贵州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杨亮。

核心提示

刘先生患高血压多年， 从一

些科普文章中了解到，高血压患者

夜间不宜服用降压药，理由是睡前

服药容易诱发脑血栓和心梗。 于

是， 他每天晚饭后就不敢再服药。

一天晚饭后，他与家人怄气，因情

绪激动，突感头晕、恶心，一测血压

达 160/100 毫米汞柱。 子女劝其

吃药，他坚持说晚上吃降压药有危

险。 谁知躺下不到 2小时，就出现

喷射状呕吐、剧烈头痛，被紧急送

往医院，诊断为高血压脑病。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

血管科主任徐浩指出，由于人体生

物钟的作用，正常人群和大多数高

血压病人，24 小时内血压波动很

大：入睡后 2 小时，血压可比白天

降低约 20%；夜间 2-3 时，血压降

到一天中的最低点；至凌晨，血压

又呈现上升趋势； 上午 8-9时，达

到高峰；以后又逐渐下降。因此，人

的 24小时血压波动曲线呈“双峰

一谷”特点，很像一把勺子。

如果患者想确定自己的血压

波动情况，可到医院做 24 小时动

态血压监测以明确类型。 如果没

有条件， 可请家人夜间每两小时

帮忙测一次血压， 以确定是否需

要夜间服药。 夜间（晚 22时至次

日 6 时） 血压较白天下降大于

10%的高血压被称为勺型。这类高

血压患者夜间确实不宜服用降压

药， 否则 2 小时后达到药物高效

期，可能导致血压大幅下降，影响

心、脑、肾等脏器供血，使血流变

缓，脑组织供血不足，血液凝固性

增高。 尤其是老年人伴有动脉粥

样硬化时，血管内膜粗糙，更易形

成血栓， 阻塞心脑血管而发生缺

血性脑中风，引起心肌供血不足，

诱发心绞痛和心梗。 对于这类病

人， 建议每天末次降压药安排在

睡前 3-4小时。

部分高血压患者夜间血压不

降或下降幅度极小，这种血压波动

类型被称为非勺型，特别多见于严

重高血压，有心、脑、肾等器官损

害，或严重失眠和部分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征患者。这部分患者血压昼

夜波动幅度减少或消失，夜间血压

持续在较高水平，会使心、脑、肾血

管长期处于过度负荷状态。如果夜

间不服用降压药，血压不能得到有

效控制，容易引起慢性损害，甚至

诱发心脏病和中风。这类人就有必

要在夜间服用降压药。

徐浩主任强调， 即使血压表

现为夜间下降的正常规律， 但某

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血压暂

时升高，如情绪激动、熬夜、失眠

等。 此时，应及时测量血压，并与

平时夜间血压作对比， 必要时可

临时服用 1 次降压药， 剂量为白

天单次的一半。

所以， 夜间要不要服降压药

不能一概而论。 不同患者之间存

在较大个体差异， 加上病情、病

程、脏器损害程度和并发症不同，

应根据具体情况， 特别是夜间血

压变化，决定如何服用降压药。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

血管科主任 徐浩

降压药 晨服晚服疗效差别大

医生手记

当心“趁热吃”烫坏身体

今日提醒

学生不吃早餐

对成绩不利

不妨一试

中高强度运动

或可预防心血管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