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美国 叶医学日报曳报
道袁美国尤妮斯窑肯尼迪窑施
莱佛国立儿童健康与人类
发展研究所等机构的流行
病学家发现 , 与胆固醇水平
较低的准父母相比袁胆固醇
水平较高的夫妻袁需要更长
的时间 袁 妻子才能成功怀
孕遥

研究人员从密歇根州和
得克萨斯州的不同郡县收集
了 501 对想生育孩子的夫妇
的数据遥 其中袁女性参与者的
年龄在 18~44 岁之间袁 男性
参与者在 18岁以上遥 在研究
之初袁 研究人员测量了每对

夫妇的胆固醇水平遥 他们之
中袁在一年内袁妻子成功怀孕
的有 347 对袁 妻子没怀孕的
有 54 对袁还有 100 对夫妇退
出了研究遥 分析结果显示袁当
男女双方或女方的胆固醇水
平较高时袁 女性怀孕时间较
长曰 但男性胆固醇水平的高
低对自己伴侣受孕时间的长
短没有影响遥

研究人员认为袁人体需要
胆固醇来生成包括睾丸激素
和雌激素在内的性激素袁但
胆固醇水平过高会让这一生
理过程完全失衡袁 因而导致
不孕遥 荆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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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周围袁捧着手机尧平板电脑
的野低头一族冶越来越普遍遥 长时间低头
造成颈项部肌肉劳损袁进一步可导致颈
椎病的发生遥

颈项部肌肉劳损通常仅表现为颈
肩部肌肉酸痛不适袁 人们大多不以为
然遥 其实袁脊髓受压所致的颈椎病在严
重时袁通常一次不经意的外伤就可能导
致瘫痪遥 我们医院的颈椎专病门诊就收
治过不少这类患者遥

为什么颈椎病竟能导致瘫痪钥 我们
发现袁这类患者都是因为颈椎病变而出
现脊髓损伤遥 造成损伤的罪魁祸首正是
不知不觉尧 长期低头所致的颈髓压迫遥
平时症状不严重是因为脊髓尚可耐受
压迫袁 而当发生迎面摔倒或追尾车祸
时袁颈椎极度后仰袁此时脊柱内韧带骤
缩袁颈椎管空间瞬间减小袁在原有脊髓

压迫的状态下 袁
就会引起脊髓损
伤袁重则导致瘫痪遥

这种颈椎病在医
学上叫脊髓型颈椎病袁好
发于 40耀60岁以上人群袁早期
仅表现为颈部酸痛不适袁时有手
指或上肢麻木袁严重的伴有上肢无
力袁握筷尧写字等精细功能受损袁由于
不会引起严重疼痛袁常常被忽视遥

对于早期尧轻型脊髓型颈椎病袁正
确的防治原则是平衡筋骨袁具体可通过
正规脊柱专科医师进行理筋按摩及自
我功能锻炼来实现遥 这里推荐一组简单
有效的动作院扩胸要耸肩要仰颈遥 每个
动作重复三次袁此为一组袁每次运动做
10组袁能够治疗和纠正低头含胸尧侧卧
睡姿等不良姿势造成的颈肩损伤和筋
骨失调遥

人体颈椎肌肉附着在胸椎和胸廓
上袁扩胸可以帮助拉伸胸廓周围肌肉袁恢
复胸廓骨关节的协调性曰 耸肩有助肩颈
肌肉恢复弹性袁 以保证颈椎关节协调运
动曰仰颈运动与野低头冶这类慢性损伤的
姿势相反袁可放松颈椎后方肌群袁拉伸颈
椎前方肌群并恢复其弹性遥 每个动作重
复 3次袁 可以利用运动的惯性增加运动
幅度袁同时又不会增加肌肉拉伤风险袁使
康复锻炼变得高效而且安全遥 江晓兵

夏季在五行
中属火袁对应的脏腑
为心遥 因此袁夏季养生
的一大关键是养心遥 不
少人听说 野苦味能入心冶袁
认为只要吃苦味的食物就能
养心袁其实这是个误区遥

心脏分为心阴和心阳袁所
以养心分养心阴和养心阳两方
面遥 夏季里袁机体把上一个冬天的
储备都调动出来袁 阴精往往成了
薄弱环节遥 阴精一旦不足袁就容易
出现阴虚阳亢袁 表现为心烦尧失
眠尧口干苦尧小便黄等遥 这样的人
需要滋阴清热袁 可用些甘寒或甘
凉的药物袁如地黄尧麦冬尧百合尧茅
根尧芦根尧竹叶等袁食物可选择西
瓜尧甜瓜尧草莓尧西红柿尧绿豆等遥

叶黄帝内经曳说野苦入心冶袁但
入心未必养心袁 苦味是一种令人

不快的味道袁没有什么滋养的功能遥力挺苦味
养心的人认为袁苦寒能清热袁所以能清心火遥
对于心火过旺的病人袁 表现为口腔溃疡尧口
干尧尿黄尧心烦易怒袁短期内用苦寒药可以清
心火遥但若长期吃袁苦味属火袁往往性燥伤阴遥

要保护心阴袁除了饮食袁生活习惯也很
重要遥 俗话说野心静自然凉冶袁平时要保持
心态平和与豁达袁 自然会有丝丝凉意
从心中散发出来袁燥热感随之减轻遥

夏季要爱护心阴袁也不能忽
视心阳遥 夏天人体的阳气是散
开的袁防卫能力弱袁寒邪容易
直接进入体内袁 因此过于
贪凉绝对不可取遥

江海涛

悦悦今年高考袁考前的这
一段突击让她心理压力陡然
增大袁 虽然家人照顾得很周
到袁但悦悦仍然食不甘味遥考试
前胃不舒服袁 考完又突然出现
胃疼尧 腹胀噎噎河南省中医院
肝胆脾胃病科主任医师李鲜介
绍袁 悦悦这种情况属于脾胃虚
寒袁是脾胃病科临床上的野常
客冶遥

这类患者多长期处于压
力过大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下袁
加之不善待自己的脾胃袁例
如长期吃饭不规律尧过度饮
酒尧暴饮暴食尧喜食寒凉等
不良饮食习惯袁 让脾胃变
得越来越脆弱遥一旦造成
脾胃虚寒后袁 往往会出
现胃痛尧腹痛尧腹胀尧
四肢发冷尧经常不自
主地吐口水等表
现遥 中医五行学
说认为袁肝气
郁 结 易 克
脾土袁即
肝 气

郁滞尧饮食寒凉尧脾胃阳气受损袁
则脾胃的运化功能就会受到影
响遥 如果本身脾胃阳虚袁再加上
压力过大导致肝气郁滞袁会进一
步加重脾胃虚寒袁 引发胃痛尧腹
胀等症状遥

李鲜指出袁脾胃虚寒要以温
中散寒尧通络止疼为主要治疗原
则袁临床常用附子理中汤尧小建
中丸尧黄芪健中汤等遥 这类患者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保暖尧避
风寒袁 尤其要注意防止腹部受
凉袁炎夏睡觉时也要用薄被护着
腹部遥 其次是加强锻炼袁建议选
择较温和的锻炼方式袁 如散步尧
慢跑尧哑铃尧太极拳等遥 剧烈运动
对于脾胃虚寒并不可取袁因为大
量出汗会耗气伤津袁加重脾胃虚
寒遥 另外袁也不提倡游泳袁因为泳
池水温较低袁容易让脾胃感到不
适遥

要想远离脾胃虚寒袁方法很
简单袁但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坚
持做到以下几点院

1.饮食规律遥 一日三餐要按
时吃袁早吃好尧午吃饱尧晚吃少袁
五谷杂粮尧蔬菜肉类尧各种水果
都要吃袁晚饭最好能喝点粥遥

2.少吃寒凉尧辛辣刺激性的
食物遥 有的女性喜欢吃

凉的尧 辛辣刺

激性的食物袁 不论春夏秋冬袁冰
箱里常备冰淇淋遥 殊不知袁这些
食物都在日复一日地损伤脾胃袁
让它变得越来越脆弱遥

3.锻炼身体健脾胃遥 李鲜建
议脾胃虚寒者可通过练习蹲马
步来健脾胃遥

做法院 双脚开立约两倍肩
宽袁双手扶膝微蹲袁注意膝盖不
要超过脚尖袁 上半身保持挺直袁
每次 1耀2分钟袁 可视自身耐力袁
量力而行遥 蹲马步可以强化下半
身肌力袁对于促进胃肠蠕动非常
有益遥

4.按摩腹部遥坐在椅子上袁左
手叠放在右手上袁 吸气挺胸袁身
体微微后仰曰然后吐气尧缩胸尧弯
腰袁 同时双手用力按压腹部袁重
复 20耀30次遥

腹肌的收缩可以起到按摩
胃肠袁 促进脾胃运化功能的作
用遥 也可双手交叠于肚脐袁旋转
按摩腹部 100耀200次遥

5.艾灸遥 把点燃的艾条放
进艾灸盒中袁温灸肚脐渊即神阙
穴冤尧 上脘穴 渊位于脐上 5 横
指冤尧中脘穴渊脐上 4 横指冤尧下
脘穴渊脐上 2 横指冤袁可健脾益
胃袁改善脾胃虚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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