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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疼痛发作时袁 你是忍一
忍熬过去袁 还是马上吃止痛药
缓解钥 其实袁千百年来袁我们的
古人想出了各种方法来医痛疗
伤袁 为后世留下了值得借鉴的
经验遥

他们发现袁 人体有多个穴
位有着神奇的止痛作用袁 加以
正确地按摩袁 能有效地缓解疼
痛遥 专家教你通过按压 11个穴
位袁将疼痛感野关掉冶遥

音痛经要要要八髎穴
在人体的骶部袁 即臀部以

上尧腰部以下袁有 8 个穴位袁分
别为左右上髎尧次髎尧中髎和下
髎袁合称野八髎穴冶遥

中医认为袁痛经是胞宫气血
运行不畅所致袁根据野通则不痛冶
的原理袁 需要通调气血尧 温经化
淤遥

取俯卧位袁 家人用掌根摩
擦这个区域袁 达到透热的程度
为宜袁能够从外而内调理胞宫袁
起到止痛的目的遥

音头痛要要要印堂尧太阳
印堂穴袁在前额袁两眉头间

的中点遥 太阳穴袁在眉梢旁遥
头痛时袁 用手指从印堂开

始袁 向上沿前额发际推至太阳
穴袁往返 3~4遍曰然后用五指拿
法袁 即用大拇指和其余四指在
穴位上进行节律性地提捏袁从
头顶到颈部袁往返 4~5次遥

头被称为 野诸阳之会冶袁是
髓海所在袁只有经络通畅袁气血
供应正常袁髓海才能得以滋养遥
按摩这两个穴位能达到疏通经
络尧调和气血的作用袁因此可以
止痛遥

音牙痛要要要合谷尧下关
合谷位于双手虎口的最高

点袁下关在面部袁耳朵前方袁颧
骨下方的凹陷处遥

感觉牙痛的人袁 可以用手
指或指关节按压脸部的对应部
位袁 并且可以按疼痛一侧的合
谷尧下关穴袁时间约 10分钟遥

其道理在于袁 手阳明的脉
络入下排牙齿袁 足阳明的脉络
入上排牙齿袁合谷尧下关都是阳
明经穴袁按摩即能止痛遥

音胃痛要要要足三里

足三里在小腿的外侧袁膝
盖骨斜下方遥

吃得不合适袁 或者精神压
力大了袁 很多人都有过胃痛的
经历遥 治疗胃痛袁需要理气袁足
三里是胃经的合穴袁 按揉这里
能疏通胃气尧和络止痛遥

音心口痛要要要内关
手腕横纹往上约三指宽

处袁就是内关遥
心脏不好的人突发心绞

痛袁除了含硝酸甘油袁还可以按
内关穴遥 内关穴是心包经的络
穴袁对其进行点尧按能够活血通
络袁起到止痛的作用遥 一般需按
5分钟遥

音腹痛要要要神阙
神阙就是肚脐遥
腹痛的病人袁 自己用掌根

揉神阙穴 10分钟袁能起到一定
的止痛作用遥 中医认为袁神阙位
于中下焦之间遥 揉尧摩神阙穴能
温通血脉袁调和中下焦袁疏通胃
肠气袁达到止痛的目的遥

音腿痛要要要伏兔尧膝眼尧解溪
伏兔在大腿前部中间袁离

膝盖一掌的距离遥 膝眼位于膝
盖骨两侧的凹陷处遥 解溪位于
小腿与足背交界处的中央凹陷
处遥

人过了 30岁袁关节就开始
退化袁 腰腿痛经常困扰着中老
年人遥 通过按摩 3个穴位袁能起
到一定的止痛效果遥

按摩时袁一方面按揉伏兔尧
膝眼尧解溪 3个穴位袁同时配合
髋关节尧膝关节尧踝关节的伸曲
和旋转练习袁 能起到舒筋尧活
血尧镇痛的功效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 虽然穴位
按摩有很好的止痛效果袁 但要
想彻底治疗袁 还需要找专科医
生袁 进一步审证求因袁 辨证施
治遥 黄轩

身上 11个神奇的“止疼穴”
帮你省下买药钱

久煮的火锅汤有毒钥

牢记 5招吃火锅解馋不伤身
很多人都听说袁火锅汤不能喝袁其中含有毒物遥有

些朋友问袁是什么时候不能喝呢钥刚煮的也不能喝吗钥
煮久的汤一点都不能喝吗钥 这个问题袁关键还是要数
据说话遥 火锅汤中的危险袁除了让痛风病人担心的嘌
呤类物质袁还有亚硝酸盐和亚硝胺类遥

研究人员测定了 4种火锅汤中亚硝酸盐含量的
变化遥测定时共采集 4个点的数据袁即开始吃时袁及涮
各种食品后 30分钟尧60分钟和 90分钟时遥 测定结果
发现袁随着测定时间的延长袁涮锅汤中的亚硝酸盐含
量的确是在不断上升的遥到 90分钟用餐结束的时候袁
酸菜汤底的上升倍数最多袁为 9.83倍袁海鲜汤底也较
高袁为 7.06倍遥 骨头汤底和鸳鸯汤底的上升幅度小一
些袁分别为 2.88和 3.05倍遥

从亚硝酸盐的含量来看袁开始时的汤底浓度相差
不大袁在 1.3~1.8毫克/升之间遥 但随着涮锅时间的延
长袁亚硝酸盐含量差异越来越大遥 酸菜汤底的最终含
量高达 15.73毫克/升袁 海鲜汤底也达到 12.70毫克/
升遥所以说袁煮时间太长的涮锅汤不利健康袁这种说法
是有依据的遥

如果喝这样的汤袁会发生亚硝酸盐中毒吗钥 按照
最高的 15毫克/升来算袁如果喝 2小碗渊400毫升冤的
汤袁摄入的亚硝酸盐为 6毫克遥 加上所涮食物中的数
值袁应当也不会超过 20毫克遥这个数值还不足以令大
多数人发生亚硝酸盐中毒袁因为亚硝酸盐中毒的剂量
通常在 200毫克以上袁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会给人体带
来不良作用遥 在火锅汤中袁氨基酸和胺类物质的含量
是比较高的袁它们在加热条件下可能与亚硝酸盐合成
亚硝胺等致癌物遥虽然汤中的亚硝胺含量没有测定数
据袁但它的存在仍然令人担心遥 如果经常吃这样的涮
锅袁不能排除其促进消化道癌症发生的风险袁所以久
煮的火锅汤还是少喝为宜遥

吃火锅解馋不伤身
怎样吃火锅既饱了口福又不伤身呢钥 下面袁给火

锅爱好者提供几个忠告院
1.酸菜和海鲜本身富含亚硝酸盐袁用它们做汤底

时袁亚硝酸盐含量特别高遥相比而言袁清汤尧骨头汤尧鸳
鸯汤等比较安全遥

2.涮酸菜尧海鲜类高亚硝酸盐的食品后袁喝汤时
应更加小心遥

3.如果要喝汤袁不宜在涮锅结束的时候喝袁在涮
锅开始之后半小时内喝最放心遥

4.吃火锅时袁多涮新鲜蔬菜袁可以减少亚硝酸盐
合成亚硝胺类致癌物的危险遥过多的蛋白质会增强致
癌物的作用遥蔬菜不宜久煮袁最好能早一点放入汤中袁
而不是等汤里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高的时候遥

5.一餐吃了涮肉之后袁下一餐一定要清淡一些袁
多吃粗粮尧豆类尧蔬菜袁尽量补充有利于预防癌症的膳
食纤维尧 维生素 C和抗氧化保健成分袁 做到饮食平
衡遥 林晓娟

65岁的老刘是个老糖友袁最近她迷上了
徒步旅行袁 经常约上三五好友到郊外走走遥
前不久袁老刘带着降糖药和干粮袁到了目的
地吃上药再开始运动袁没想到袁还不到 10分
钟袁就出现了头晕尧乏力尧心悸等典型的低血
糖效应袁好在朋友们反应及时袁立即送他去
了医院遥

恢复过来后袁老刘十分纳闷袁不是提倡
糖尿病人要多运动吗钥 现在
一运动就低血糖袁 这可如何
是好钥 了解到老刘是在运动
前服药的情况之后袁 医生告
诉他袁出现低血糖袁是运动和
用药的时间没有错开的缘
故遥 建议糖友以餐后运动为
宜袁并避开药物作用高峰期遥
运动本身就消耗血糖袁 如服
用降糖药或打短效胰岛素袁
应用药 1 小时后再运动袁这
样才能避免两个降糖作用的
叠加袁 降低低血糖发生率遥
中尧 长效胰岛素作用较为平
稳袁 时间要求上可以不用如

此严格遥 那些病情较轻尧不吃降糖药也不打
胰岛素袁 仅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控糖的糖
友袁运动时间也可以稍随意些遥
专家提醒袁有些糖友即使低血糖了也没

有明显感觉袁这很危险袁因此血糖自我监测
必不可少遥 有条件的话袁应在运动前后各测
一次血糖袁来判断自己的运动是否合适遥

何君晖

刘女士患手足皲裂十多年了袁冬末春初最严重袁
皲裂处不仅疼袁严重时还会出血袁曾用过甘油尧尿素
乳膏贴敷治疗袁但效果不太理想遥 想请专家推荐一个
能缓解手足皲裂的偏方遥

手足皲裂是常见皮肤病袁 其症状表现为皮肤粗
糙尧有裂隙尧局部疼痛袁还可伴有出血袁甚至手足屈伸
不利尧活动受限等遥 中医称该病为野破裂疮冶袁并认为
其发生与阴血亏虚尧气血失调尧外受风寒尧经络不畅尧
肌肤失去濡养有关遥 治疗应以养血滋阴尧活血通络尧
润肤为主遥

给有手足皲裂的朋友提供一个方子院取白及尧白
芷尧白鲜皮各 5 克袁硫黄尧黄蜡尧地骨皮尧冰片各 10
克袁共研细末;半斤猪脂(肥肉)煎化后袁与药末搅拌均
匀袁放凉后装瓶备用;将患处用温水洗净擦干袁用药膏
涂擦患处袁每日 1~2次遥 白及尧白芷尧地骨皮尧冰片能
止血尧清热止痛;白鲜皮尧硫黄能解毒止痒;黄蜡能护
肤;以猪油调之袁可达到滋润皮肤尧防治皲裂的作用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使用本方时袁尽量不要接触碱性
肥皂及洗衣粉;如果伴有其他慢性手足皮肤病袁应及
时就医袁在医生的指导下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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