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柚子入药治小病
现在柚子在北方也很常

见了。柚子不光是含糖量较
低的美味水果，其果肉和果皮
作为中药，也能对一些小病发
挥独特的效果。中医认为，柚
子味甘酸，性寒，归肝、脾、胃
经，具有理气化痰、消食醒酒
等功效。在此，推荐几个巧用
柚子的小方，制作简单，仅供
参考。

柚子茯苓饮消水肿

取柚子肉50克、茯苓 9
克、白术9克、甘草6克，冰糖
适量；锅内加入冷水，把柚子
肉丁、茯苓、白术、甘草放入，
用小火煎煮成汁；煎好的汁滤
去废渣，倒入杯中，下入冰糖
调匀，待凉后即可饮用。

方中，柚子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C等成分，现代研究认为
其有瘦身减肥、美肤养颜等功
效。茯苓味甘淡、性平，可利

水渗湿、健脾、宁心安神，为利
水消肿之要药。白术味甘苦、
性温，归脾、胃经，有补气健
脾、燥湿利水、止汗等功效，临
床常用于脾气虚弱、运化失
职、水湿内生导致的食少、便
溏或泄泻、水肿、痰饮等症
状。甘草有补脾益气、清热解
毒、调和诸药等功效。几味合
用，有健脾利湿、润肤美白、去
水肿减肥的作用。

柚子陈皮茶止呕吐

取柚子 1个（绞汁）、陈
皮9克、生姜6克，加入适量
红糖同煎饮服，每日1剂，连
饮数日。

方中，柚子对饮食积滞有
较好的效果。陈皮味苦辛、性
温，归脾、肺经，可理气健脾、
燥湿化痰、行气除胀，为治疗
脾胃气滞、脘腹胀满、食少吐
泻症状的佳品。生姜味辛、性

微温，归脾、胃、肺经，可解表
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咳，对
脾胃虚寒导致的胃脘冷痛、食
少、呕吐者有较好的疗效，素
有“呕家圣药”之称。几味合
用，适合治疗口臭、恶心呕吐、
产后恶露不尽及胃部胀满不
适等病症。

柚子菜干猪肉汤润肺

取柚子肉100克、白菜干
40克、芦根20克、猪瘦肉50
克，同煮汤服食，每日1~2次。

方中，柚子对咳嗽有较好
的效果。《本草纲目》有记载，
用柚子去核切开，浸泡在酒中
密封一夜，煮烂后用蜜拌匀，
时时含咽，是缓解感冒后咳嗽
的佳品。白菜干在药膳中使
用，能清热除烦、解渴利尿、通
利肠胃、清肺热，可用于感冒、
百日咳、消化性溃疡
出血、燥热咳嗽、

咽炎声嘶等病症。芦根味甘
寒，归肺、胃经，可清热泻火、
生津止渴、除烦利尿。几味合
用，可治肺燥干咳、口渴的症
状。秋冬两季气候干燥，常食
用可润肺止咳。

柚子皮煮水治冻疮

柚子皮也能入药，中医认
为其味辛、甘、苦，性温，归脾、
肺、肾经，具有宽中理气、消食
化痰、止咳平喘的功效，常用
于气郁胸闷、脘腹冷痛、食积、
泻痢、咳喘、疝气等症状。

柚子皮外用治疗冻疮

用晒干的柚子皮煮水，汤
汁熬到很浓时取其热敷冻伤
处，注意温度不可太烫，待冻

伤处适应后逐渐增加温
度，但破损处忌敷。热

敷需要长期坚持，可
以促进冻伤恢复，
且有效杜绝来年
的复发。

腰背酸痛抖小腹
现代社会工作压力大，上班电脑下班

手机已经成为白领的常态，长期伏案工作
又缺乏运动，造成很多人出现腰背肩酸痛
的情况。想要快速缓解这一不适，推荐抖
抖小腹。

中医认为，阴属寒，寒则凝结，凝结造
成血气堵塞不通，疼痛由此而生。肠胃、胆
肝、肾、膀胱、大肠、小肠、子宫等五脏六腑
皆处在腹部。腹部气血不通，影响全身气
血，造成全身肌肉酸痛。抖动腹部则可以
促进腹部气血通畅，帮助腹部“升温”，一定
程度上可以促进全身气血运行，缓解腰背
肩酸痛的症状。

在腰背肩酸痛的时候，可以用手拿捏
下腹部肌肉抖动，具体方法：用双手抓住下
腹部肌肉，上下抖动，每次3分钟，每分钟
150下，这样就能使闭锁缩短的浅前表线
得到舒展，促进腹部气血运行，从而迅速缓
解颈肩腰背肌筋膜的酸痛不适。

接招焦虑：接纳、宣泄、应对
焦虑是病

“焦虑感一般都来得很
突然，大多是在深夜，看着
书、刷着朋友圈或是与朋友
聊天的某个瞬间，就会突然
陷入不安，心率加快，无法继
续专注于手中正在做的事，
甚至有时候会很想大哭一
场。”今年 27 岁的许潞（化
名），是一名外企职员。他说
自己曾经会因为处于没有理
想和目标的状态而感到焦
虑，而现在却又因为有了理
想，却不知能否实现，以及何
时实现而焦虑。“工作了之
后，总是对当下的自己不满
意，害怕看到别人抢先一步
完成我想做的事，害怕在我
从事的领域被拿来和人比
较，我不想输，不想平庸地度
过这一生，当不甘于人后的
情绪逐渐被放大的时候，要
强就变成了焦虑。我也经常
想：当你放纵自己焦虑情绪
的时候，或许别人正在努力，
你要立刻行动。而越是如此
想，便又愈发焦虑了。”

与许潞相反，曹殊（化
名）的焦虑则是“做着不喜欢
的事但又不知道自己真正想
要做什么。”曹殊今年23岁，
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父

母替他选的，但他对这份工
作完全没有一点兴趣。“有一
阵子工作量和压力都很大，
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
我梦里不是在做报表就是跟
领导和同事吵架，醒来后躺
床上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后
来，在没有跟我父母商量的
情况下，我辞职了。”他说。

辞职后的曹殊跟父母有
过几次暴风骤雨般的争吵，吵
到疲惫后，他把自己锁在房间
里，听爸爸隔着房门喊：“那你
到底要干嘛？”冷静了几天后，
他决定去留学，可后来遇上疫
情，留学计划便搁置了。“我现
在时常会因为不知未来该如
何而焦虑，没有明确的目标，
又不愿违背意愿做不想做的
事。总觉得在找到方向并证
明自己之前，焦虑会一直缠着
我。焦虑时会忽然觉得手足
无措，做什么事都不能持续，
心里总觉得不踏实，烦躁不
安。甚至此时去回忆那种感
觉都会觉得痛苦。”他说。

专家建议

焦虑的核心就是不确定，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焦虑可
以表现为担心害怕，也可以表
现为各种身体症状。

焦虑的形式是多样的，从
表现上可以分为精神性焦虑
和躯体性焦虑，从发作上可以
分为慢性的广泛性焦虑和急
性的惊恐发作。

精神性焦虑表现为精神
上的过度担心和泛化。由于
精神长期处于紧绷状态，个
体会表现为易激惹、易发脾
气、易生气，而且会影响个体
的大脑对世界的认识和判
断，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容
易走神的情况。长时间的焦
虑会使大脑处于一种异常活
跃的状态，从而导致个体容
易失眠。而失眠又会引起新
的问题，例如记忆力下降、反
应变慢等。

焦虑也会产生一系列的
躯体症状，比如心慌、胸口发
闷、口干、尿频、出汗，甚至是
感到憋气或者是过度的喘气，
肌肉也会表现出特别紧绷的
现象，容易酸痛，甚至发抖。
急性发作的焦虑，也叫惊恐发
作，个体会表现为：突然感到
心慌、胸闷、出汗，觉得失控，
甚至有一种濒死感。急性焦
虑发作时间比较短，一般持续
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最长不会
超过一个小时，特点是突然发
作、突然中止。

焦虑其实也有它的功能

和意义。焦虑是人类在面临
病痛、灾难等重大事件时的一
种应激反应，是一种正常现
象。它实际上是生物本身应
该有的一种防疫功能，在遭遇
比较重大的事件时产生焦虑
情绪是人的正常反应，它是一
种身体的保护机制。

专家心声

每个人在经历重大负面
性事件后都会有一些焦虑、担
心等负性情绪，这些是正常
的，应接纳并允许自己有这些
情绪，并适度宣泄情绪。面对
压力，可以采取一些积极的应
对措施，例如在稳定的居所、
定时吃饭、按时休息。维持日
常的生活和稳定的心理状态
有助于减轻压力。稳定的心
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稳定化
技术来实现，比如深呼吸放
松、音乐放松、冥想训练等。
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还包括
规律的生活，获取良好的社会
支持，与信任的人如家人、朋
友交流和沟通，做一些自己感
兴趣或者能有愉悦感的事
情。同时大家注意要避免消
极应对，不要过量饮酒、吸烟、
服用药物，也不要过度工作和
过多睡眠。

靠吃红枣补血不靠谱

面色苍白、嘴唇无血色、容易头晕、乏
力……很可能是贫血了。身边人可能又会
劝你多吃点红枣红糖补补吧，听起来好像
一切红色的东西都能补血，但这还真不一
定管用。

贫血是婴幼儿、少年儿童、孕产妇、老
年人、消瘦人群、素食人群和消化系统疾病
患者常见的健康问题。贫血最为常见的是
缺铁性贫血；其次也可由失血过多引起，例
如慢性腹泻、长期痔疮发作以及经量过多
等；还有巨幼细胞性贫血，主要因叶酸和
（或）维生素B12缺乏所致；此外，常见的还
有与遗传相关的地中海贫血。

早期识别贫血，可能会有这四种迹象：
脸色、唇色、下眼睑黏膜苍白，指甲或手指
末端苍白，多数时候是提示我们的血管末
梢供应较差，因此看起来没有粉红的气色；
头晕，就是指当你在变换体位时，像蹲下再
站起、长时间低头、刚起床时，突然眼前一
黑，或感到很眩晕，站不稳的感觉；疲乏，感
觉精神和体力较之前下降，如步行较快时、
上几层楼梯就气喘吁吁，平时总是感觉疲
累，精神差，注意力不专注，学习效率和工
作效率低下，也可能跟贫血导致的大脑和
全身组织供氧不足有关；容易感冒，有缺铁
性贫血的低龄幼儿人群以及老年人，贫血
导致免疫力低下时，更容易感冒。此外，如
果体检时发现血红蛋白含量低于正常值，
也是一个重要的贫血提醒信号哦。

铁的来源主要是日常食物，动物血、肝
脏及红肉铁含量和吸收率均较高；其次是
鸡蛋、禽类、水产品类，像蚌肉、蛏子、蛤
蜊；最后还有些植物性的食物，如黑芝麻、
菌类、桑葚干和红枣。但要注意，植物性的
铁吸收率远低于动物性食物；另外，进食铁
含量丰富食物时，搭配富含维生素C的食
物，能促进铁的吸收。

很多人谈起补血，必定想到红枣，其实
红枣的含铁量只有猪肝的1/10，吸收率也
较低。在中医药典中，红枣有补中益气，养
血安神的功效，我们建议日常可适量吃，但
不能依靠红枣来纠正缺铁性贫血。

一般来说，日常三餐都有50g~100g
肉类，一周有1次动物血或动物肝肾25g~
50g，就可以满足铁的需要。孕产期女性
以及确诊有缺铁性贫血的人，每周再增加1
次动物血或肝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