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将至，广州年味和冬味
渐浓。冬季正是养肾的好时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第一针
推康复门诊贾超主任中医师教你
几招，让你“肾”气凌人！

测一下，你的肾气足吗？

贾超介绍，中医认为，肾为先
天之本，五脏六腑之本，主宰着人
的生长发育、生殖、脏腑气化、还
有全身的水液代谢功能，可以说

“肾气”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若
人一旦肾气不足，就会出现这样
或那样的状况。

1、夜尿频多
肾气调节着人体的水液代谢，

当肾气不足就会失去固摄力，而出
现小便频多的现象，尤以夜间为
甚。虽有便意，但量少次数多。这
当然与膀胱气化也存在关联，恰巧

肾与膀胱又相表里，两者密不可分。
2、健忘
当人上了年纪，记忆力明显

下降，这与肾的机能下降成正比，
明明刚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转眼
就忘得干净。这与髓海亏虚有着
密切关系，肾气虚则无法生髓，髓
空则不能滋养脑窍，脑窍失养则
表现为健忘。

3、腰膝酸软、乏力
年纪大的人总是觉得腰背酸

痛，膝盖无力，甚至上下楼梯都费
劲。有些人还觉得每天没精神，即
使好好休息也会觉得乏力。这同样
与肾气亏虚有着密切的关系。肾主
骨生髓，髓空而骨软，再加上腰为肾
之府，所以肾气虚者，腰膝酸软。

4、耳聋、耳鸣
许多老人都出现过耳聋、耳

鸣的现象，这当然与肾有很大关

联。肾开窍于耳，中医认为肾气
充盈则听觉灵敏，反之耳鸣、耳
聋。耳与脑相通，脑又连髓，肾气
虚了，髓无法上养于脑，脑失养，
窍不通，易致耳聋、耳鸣。

穴位按摩提升你的肾气

【掌擦命门穴】
命门穴位于腰部正中第二腰

椎棘突下，老百姓称之为长寿穴，
既可以补肾阴也可以补肾阳，具
有强肾固本、壮腰膝、延缓人体衰
老之功效，对腰痛、手脚冰凉、四
肢乏力等很有益处。

操作方法：用两手掌重叠横
擦腰部命门穴以感觉发热为度，
然后以手掌搓热捂住两肾反复三
至五次。

【揉涌泉】
涌泉穴位于足底，第二、三跖

趾缝纹与足跟连线的前三分之一
与后三分之二交界处，具有治善
忘、安神、通关开窍、醒脑、固真
气的作用。

操作方法：用一手拇指指腹
轻揉对侧脚涌泉穴，动作宜轻，轻
为补法，每次两分钟。也可以使
用手掌心搓热对侧脚涌泉穴的方
法，以透热为度。

【鸣天鼔】
鸣天鼔是流传已久的传统强

肾按摩疗法，肾虚则常有耳鸣、失
眠、健忘等症状，经常做鸣天鼔可
养神通脑窍，治耳鸣。

操作方法：身体放松直立，两
手心掩耳，然后用两手的食指、中
指、无名指分别轻敲脑后枕骨，发
出如同击鼓的声音。坚持每天下
午五点到七点肾气鼎盛时，每次
击打64次。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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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正确认识和接纳坏情绪

“化解坏情绪的第一步是去
正确认识和接纳自己。”郑银佳
说，“我们无需将这些消极情绪视
之为洪水猛兽。比如焦虑反应就
有助于激发我们的动力，采取积
极的行动来应对。我们要学会接
纳焦虑情绪的出现和存在，而不
是与之对抗，以免激起更大的焦
虑反应。”

接纳情绪波动并不意味着就
可以对负面心态听之任之，郑银
佳认为，我们要对自己的心理状
况有一定的监控，可关注自己是
否沉浸于某种消极情绪中、难以
自拔。如果发现了情绪已经难以
自我控制了，要及时向身边的亲
友或专业人士求助。

转移注意力，减少emo

有时候深陷于 emo，很容易
出现思维反刍。郑银佳说：“思维
反刍是指头脑里反复出现消极想
法的现象，如不停地想自己的人
生是不是很失败，刚刚做过的某
事是不是很傻，别人有没有在嘲
笑我等。这些想法就像反刍一
样，无法停止，并让你的坏情绪爆
表。”

专家表示，这时要及时从思
维反刍中抽身出来，通过转移注
意力来减少消极情绪。如慢跑、
听歌、看电影和玩游戏等，任何需

要集中注意力的事情都可让自己
停止沉思。同时，还可以多和他
人进行交流沟通，将自己的压力
烦恼向他人倾诉，通过相互鼓励、
沟通感情，缓解压力。

呼吸放松训练和坏情绪共处

当沮丧的情绪来袭，让我们
倍感丧气的时候，还可通过呼吸
放松训练来缓解。郑银佳介绍，
首先是吸气的时候，腹部慢慢鼓
起，慢慢深吸气，并且在心里面
默数 1-2-3-4；然后呼气的时
候，腹部慢慢回收，慢慢地从鼻
子呼气，同样在心里面默数 1-
2-3-4；最后，这整个过程中要
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呼吸的动
作和节奏上。

呼吸放松训练的三个要点：
一是呼跟吸的过程腹部的动作，
二是呼跟吸的节奏要慢，三是注
意力要集中在呼吸的动作和节
奏上。

另外，专家还指出，我们可以
学习一些处理压力的技巧，如写
压力日记、生物反馈、呼吸放松训
练、冥想正念等，还可通过运动、
听音乐、外出散心等方式，舒缓心
理压力，学会自我愉悦大脑。

如果通过以上方法，仍然无
法有效地自我调节。专家提醒，
此时就应及时就医，在专科医生
的指导下，缓解消极情绪，避免危
害的进一步发展。

“其实，‘年末综合征’并不
是精神卫生学科上的病名，它
与特定时间点有关，因此不必
过于担心，可用健康的方式积
极应对。”贾福军表示，破解“年
末综合征”，有以下建议：

首先，年关期间可以提前
做好时间规划，放弃一部分“不
必要社交”，留出属于自己的时
间和空间。尽量保持如常、规
律的生活节奏，避免生活方式
大乱带来冲击。

其次，对于目前被许多人戏
称为“患有社交恐惧症”的社交压
力，贾福军表示，要重视社交的积
极正面效应，尽量将社交压力转
化为正向的社会支持体系，成为
压力的疏解渠道。“社交有两种，
自己不喜欢的被动社交，可能会
有带来压力的一面；但主动社交，
例如与好友的倾谈或休闲，其实
是纾解压力的一种良好方法，也
有助于形成自己的社会支持系
统，缓解情绪问题。”所以，可适当
减少被动社交，增加主动社交，或
变被动社交为主动社交。

此外，每天适当运动或晒
半个小时太阳，可以改善睡眠，
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人们
还可以通过自我放松训练来调
整状态。在难以自我调节时，
则需及时向专业人士求助。

昨日春运首日，各大交通枢
纽人满为患，大家都赶着返乡，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年末岁
尾，大家都会面临工作上的各种
难事，这个时候是对人心理的最
大考验。再加上，冬季气温开始
逐渐下降，日照减少，如果再遇
上绵绵的下雨天，阴冷潮湿，很
容易导致人们情绪的失调。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心血管
专科教授黄琳指出，冬天是抑郁
焦虑等情绪的高发季节，因为冬
天日光照射时间缩短，阳光强度
降低，大脑的松果体兴奋，由它
控制的甲状腺素、肾上腺素分泌
就会减少，而它们的减少使细胞
兴奋性降低，人就会处于抑制状
态，情绪低沉，睡不好觉，总感
觉疲惫。对此，黄琳给出了一些
心理调节的建议：

1、调控情绪。生活不要太
纠结；岁月不要太不舍；日子不
要太吝啬；梦想不要太迷茫，一
年是一个终点，新年是一个起
点。黄琳认为，当在工作、生活
中遇到压力和不开心的事情时，
要学会转移注意力，学会积极向
上的暗示，学会用自我娱乐、助
人为乐等的方法，学会一些放松
身体的方法，使焦虑的情绪缓
解，保持情绪的稳定。换一种想
法、换一种角度、换一种心情，
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活法。

2、多到户外晒太阳和参加
运动。“每天照射一定量的太阳
光可以减少冬季的抑郁情绪。因
为人在光线充足的条件下进行活
动，可以增加机体的内分泌系统
的功能，可以唤醒细胞的兴奋，使
人保持积极的情绪。”黄琳建议，
多参加户外活动和锻炼，如跑步、
跳健身舞等，这些活动都能调动
情绪、缓解抑郁焦虑状态。

3、进食有利于改善情绪的
食物和药膳。黄琳说，“在一日
三餐中，多食一些能够改善情绪
的食品，比如香蕉、橙子、葡萄、
巧克力等，每天少喝浓茶、咖啡
等饮品，以免影响睡眠。”

另外，专家还推荐了一些药
膳来帮助调节睡眠和情绪：

1、莲心茶（莲心 2 克、开水
泡 10 分钟后可饮，适用于心火
旺盛者）；

2、灵芝煲乌鸡（灵芝适量、
红枣 10 克、乌鸡 150 克，同煮至
鸡肉烂加调料，饮汤吃肉，适用
于气虚者）；

3、二仁瘦肉汤（柏子仁 10
克、酸枣仁 20 克、大枣 10 克、瘦
肉 50 克，同煲 1 小时，饮汤每周
两次，适用于心肝血虚者）；

4、百合莲子汤（百合 30 克、
莲子 20 克、桂圆肉 10 克、大枣
10 克，煲两个小时，每日早或晚
服，适用于心脾两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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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女性尿路感染频发，德叔支招摆脱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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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保健 切勿憋尿久坐，配合耳穴压豆法

所谓“流水不腐”，正常
排尿不仅能排除体内废料，
还对泌尿系统有自净作用。
如果尿液在膀胱内停留时间
过长，万一有细菌侵入，便会
带来细菌繁殖的机会。久坐
虽不会直接引起尿路感染，
但容易因憋尿增加尿路感染
的可能性。德叔建议日常还

可以耳穴压豆，缓解尿频、尿
急等不适。选穴：肾、膀胱、
内分泌等耳部反射区；取王
不留行耳穴贴，左手手指托
持耳廓，右手将备好的王不
留行耳穴贴对准穴位紧贴其
上。每穴轻轻按揉 1～2 分
钟，每日 3～5次，隔 3天更换
1次，双耳交替。

德叔解谜 湿浊下注脾亏虚，清利补益要并行

德叔解释，中年女性反复
尿路感染的案例的确较多，很
多人即便规范使用抗生素治
疗，却疗效一般。像郭女士长
年工作忙碌，饮食、起居不规
律，便成为发病的导火索。起
初是急性感染，但因长期不规
范使用消炎药，伤及脾胃，影
响了身体内水液的运化。正
所谓“脾虚生湿”，当体内湿浊
之气停聚于下，久而化热，影
响到肾的分辨清浊及膀胱的
气化功能，便会加重尿频、尿

急、尿痛症状，导致病情反复、
迁延难愈。郭女士后期出现
的神疲乏力、胃口差、气色不
佳、肛门重坠感、手脚冰凉等
症状，也都是脾气亏虚的典型
症状。因此，治疗上对这类慢
性患者，不可一味清利，过于寒
凉伤及正气，则虚者更虚。德
叔清热利湿与健脾祛湿双管齐
下，标本兼治，连续两周中药治
疗后，郭女士尿频、尿急、尿痛
的症状明显缓解，整个人也清
爽了，再次神采奕奕。

医案 郭女士，49岁，反复泌尿系感染

郭女士是一家上市公司
的白领，看起来精气神十足，
却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她先
前不慎尿路感染，经过抗生
素消炎治疗后症状缓解。可
没过多久再次复发。此后即
使用药后症状消失，但接下
来的半年，每当工作劳累就
会复发。不仅尿频尿痛，还

出现肛门重坠的症状，让她
苦不堪言，各种抗菌药物也
成了她随身携带品。而且郭
女士渐渐发觉自己总是打不
起精神，胃口差了很多，脸色
也失去了原有光泽，出现手
脚冰凉、腰酸等不适。看到

“德叔医古”后，便赶紧向德
叔寻求中医药治疗。

材料：羊肉 500 克，益智仁
10 克，五指毛桃 50 克，陈皮 3
克，生姜 3-5 片，枸杞 20 克，精
盐适量。

功效：补气健脾，温肾固精。
烹制方法：诸物洗净，羊

肉切成小块，放入沸水中焯水
备用；上述食材放入锅中，加
入 清 水 约 1750 毫 升（约 7 碗
水），武火煮沸后转文火煲 1.5
小时，加适量精盐调味即可。
此为 2-3 人量。

德叔养生药膳房 益智仁五指毛桃煲羊肉

年末应酬多，压力大，白天精
神高度紧张，晚上想睡却怎么也
放松不下来？趁周末喝杯花茶，
安神解郁，把失眠焦虑都赶跑！

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
院脾胃病科大科主任黄穗平表
示，睡眠的生理过程在中医看
来，是阴阳相交，阳入于阴，当卫
气（人体中具有防御、温煦等功
能 的 气）随日落从体表进入脏
腑，人就进入睡眠。失眠正是卫
气入脏腑的过程受到阻碍所导
致，也称阴阳失交。

想要安神安眠，黄穗平推荐
一杯简单好喝的养生合欢花龙眼
肉茶，帮助疏肝解郁，安稳入睡。
这款花茶方中合欢花安神解郁，
龙眼肉健脾养心安神，气血同治，
共奏解郁养心安神之功效。

合欢，入药常用部位为合欢
皮，夏秋花开放时剥下树皮，晒
干，切段生用；合欢皮性平，味
甘，归心、肝、肺经，具有解郁安
神、活血消肿的功效。合欢皮可
安五脏，疏肝解郁，且因为它的
药力相对轻微，具有补益作用，
所以可长期服用。

合欢皮还具有活血消肿的功
效，能消散内外痈肿。由于其入肺

经，在内科疾病中可治疗肺痈胸
痛，咳吐脓血，常搭配桔梗、芦根、
鱼腥草等药。在外科疾病中，因其
入心、肝两经，功能活血祛瘀，可用
于跌扑伤痛，骨折疼痛，可配伍川
芎、乳香、没药等药同用。

由于合欢皮具有活血作用，
现代药理研究具有抗早孕作用，
故孕妇慎用。

与合欢皮一样，合欢花性平，
味甘，归心、肝经，能解郁安神，
也适用于心神不宁，忧郁失眠。

合欢花龙眼肉茶
材料：合欢花 5 克，龙眼肉 5

克。（1 人份）
做法：开水冲泡代茶饮。
功效：解郁养心安神。
适合：血虚肝郁、失眠患者以

及胸胁胀满、胀痛，情志抑郁、焦
虑、心慌心悸、易惊、失眠，梦多
易醒等人群。

“上火”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就是“上
火”？中医专家告诉你，症状看似
都是“上火”，其实各有不同，要严
格区分各人不同情况，辨明体质来
处理。年节时分，有哪些常见的口
腔保健问题需要注意？不同口腔
问题应如何预防或缓解？中医专
家告诉你！

临近年节，吃喝频繁，此
时最容易出现什么口腔问
题？紫和堂主治中医师廖俊
健介绍，冬季阳气内敛，较易
出现内热的情况。加上大家
习惯秋冬进补，而农历新年

即将到来，按照传统习俗和
饮食习惯，人们往往容易过
食肥甘厚腻或油炸食物，就
容易出现口腔溃疡、牙龈肿
痛、牙龈炎、牙周炎等口腔问
题。

冬 季 如 何 保 护 口 腔 健
康？出现口腔溃疡、牙龈肿
痛等状况，如何缓解？廖俊
健建议，要按照不同体质进
行调理。“很多人觉得口腔问
题就是‘上火’，其实看似同
样的‘火’，也有不同情况，需

要先辨体质和原因，按不同
体 质 特 点 ，进 行 治 疗 或 调
理。”

对于预防口腔溃疡等问
题，廖俊健则建议：

1、注意清淡饮食，多饮
温水，少食用辛辣、煎炸食品，

避免暴饮暴食。可适当增加
富含维生素C的各种水果、蔬
菜等；

2、注意调整好作息时
间，避免熬夜；

3、进行体质辨识，及时
调理体质偏颇。

廖俊健表示，口腔问题的
中医辨证比较常见的，可分为
实火型和虚火型两大类。

实火型。通常喜欢吃燥
热、辛辣食物，经常喝酒等人
群容易出现“内热”的情况。
尤其是到了冬天，过度进补温
阳补气类食物，往往容易引起
内热，出现较明显的牙龈肿
痛、口腔溃疡等口腔问题，此

类口腔疾病多红肿热痛症状
明显，还常伴有口臭、口干、便
秘、舌红苔黄等表现。治疗或
调理应清热泻火为主。廖俊
健提醒，冬季进补也不能盲
目，最好在专业中医师的指导
下根据不同体质特点进行辨
证进补。

虚火型。“现在都市人熬
夜多，长期熬夜可导致阴虚火

旺也很容易出现口腔溃疡、牙
龈肿痛等口腔问题。”廖俊健
提醒，“而这类型的牙龈肿痛
或口腔溃疡常表现为疼痛相
对较轻，红肿不明显，但容易
反复发作，同时也可能出现盗
汗、失眠、多梦，容易感到口
干，舌头呈现为偏红偏干等。”
治疗或调理则应以滋阴降火
为主。

除了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日常保持口腔卫生也十分
重要。口腔卫生习惯涉及许
多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刷
牙，要把握正确的刷牙时间及
方法。如今很多人已经意识
到除了早晚刷牙外，餐后也需
及时进行刷牙清洁有助口腔
健康。

适当选择一些中草药类

牙膏，可以帮助抑制口腔内
细菌滋生，也可以利用其清
热解毒的作用，帮助缓解口
腔的炎症、溃疡或牙龈肿痛
等不适。例如青蒿素作为第
一 个 被 国 际 公 认 的 天 然 药
物，是从中国传统药材青蒿
中提取而得，别名又称草蒿、
茵陈蒿、香蒿，中医应用至少
已 有 2000 年 。 在《本 草 纲

目》中就有记载：“取一把青
蒿，以水一升浸泡，榨其汁
液，饮之”。其用于暑邪发
热，阴虚发热，夜热早凉，骨
蒸劳热，疟疾寒热，湿热黄
疸，是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
物。因此对缓解牙龈肿痛，
改善牙龈出血、修护黏膜损
伤、消除口腔上火等口腔问
题，也会有所帮助。

就是 ？
中医专家提醒：冬令年节，更需注意这些口腔问题

文/林清清 朱雪儿

年节注意！冬季进补不当，易致牙龈肿痛

对付冬季口腔问题，不可一味“祛火”

“实火”“虚火”不同处理

口腔保健 从正确刷牙开始

临近农历新年，不少人却戏谑自己患上了“年末综合征”，觉
得压力倍增，常常情绪低落、甚至出现失眠、焦虑、抑郁等状况。
专家提醒，不必过于担心，可用健康的方式积极应对。

喜迎春节，却常常突感压力、
情绪低落？“许多人戏谑的‘年末
emo’（emotion 缩写，即年末情绪
化、年末抑郁），其实是正常的心
理应激机制，应重视调节，但不必
过于担心增加焦虑。”广东省人民
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贾福军分
析，这与特定时间点有关，最常见
于都市中的工作族和年轻家长。

年末是每年的总结阶段，除
了工作上的收尾总结压力，年会
等社交活动较多，时间安排紧
张，因此应激事件也比较集中。
加上年会上常有的总结、比赛、
颁奖、培训，以及面临亲朋时，社

交中有形无形的攀比，都会给人
带来压力，尤其是平日不擅社
交、应对能力较差的人会感受到
更大压力。这些都容易使人产
生心理应激，出现紧张、失眠、腹
泻或情绪低落等状况。

对年轻家长来说，孩子放寒
假属于“非常态”状况。今年因

“双减”和疫情防控等原因，孩子
的寒假模式与以往大不相同，家
长要重新安排孩子饮食、学习和
亲子活动等，面临压力。加上有
些孩子无事可做、不能与小朋友
一起玩耍，孩子产生的压力也会

“传染”给家长。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年关
将近，人们一来忙于筹备过节，
二来按传统习俗，若非急重症
也尽量不在此时上医院。加上
疫情防控原因，人们尽量少上
医院，因此当年末遭遇情绪问
题，人们向心理门诊求助的积
极性会较低，呈现一定的滞后
性。

“所以，此时更要注意提前
预防，及时处理。”贾福军指出，
睡眠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睡眠
异常往往是许多情绪问题及心
理疾病的早期症状，此时可自行

特别留意。
“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有

恒定的睡眠时间。对一般人来
说，抛开酒精、喝茶等外在影响
因素，若一周内出现三天以上睡
不好觉，睡眠时间比平时减少超
过一个小时，且睡不解乏，第二
天精神不佳、疲乏无力，就要及
时重视，积极进行自我状态调
整。若持续两周都无法自行调
整，可尽早向医生求助。”贾福军
提醒，“一般来说，早醒是抑郁的
早期征兆，而入睡困难则与焦虑
密切相关。”

为何年末多emo？应激事件集中！

年末心理求助有滞后性？注意异常睡眠！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实习生 林姝含

专家支招

三招破解
“年末综合征”

今天你emo了吗？
跟心理专家一起找回好心情

“今天你emo了吗？”最近emo这个词在网络上
很火，它是什么意思呢？据了解，“emo”是英文单词
emotion的缩写，翻译为情绪化，有网友说这是表示
一个人默默地哭，也有很多网友用emo来表达“我
抑郁了”“我颓废了”等消极情感。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情绪时，如何才能减少它对
自己的消极影响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心
理（精神）科心理治疗师郑银佳表示，可以通过一些
积极的方法应对坏情绪。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王葳

一杯安神解郁茶，失眠焦虑不再来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实习生 林姝含 通讯员 宋莉萍

振心情 多运动 健康食
新年新起点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李朝

推这里让你“肾”气凌人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翁志刚 刘庆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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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常感压力山大大？？
破解“年末综合征末综合征””

康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