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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一身之阳 断全身百病
市中医院的督脉灸是人体补阳开经之最
好大夫在线

市中医院协办
阳 气足，百病除。中医理论认
为，阳气是人体物质代谢和生理功能
的原动力，是人体生殖、生长、发
育、衰老和死亡的决定因素。阳气可
谓是生命的根本，人体免疫力的强
弱，就由身体内的阳气决定。人体内
的阳气越充足，人体的抵抗力就越
强；反之，阳气不足，就会生病。
春天气候多变，是“百草回
芽，百病发作”的季节。此时，人
体的新陈代谢比较旺盛，阳气会升
发，因此，春天养生的重点在于养
阳气。
“督脉灸是养阳气的一个好方
法。”市中医院护师沈梁娣介绍道，
督脉灸被称为灸中之皇，可以起到
督肾同治，五脏六腑通调，是人体
补阳开经之最。
据了解，督脉灸是将秘方中
药、桑皮纸、姜泥等为基础，结合
传统艾绒灸疗法对督脉进行施治的
一种中医特色疗法。督脉总司一身

之阳气，督脉灸将背部经络、腧
穴、中药、艾灸等多种疗法作用为
一体，具有强大的温肾通络、温阳
散寒、痛痹止痛作用，能够提高机
体免疫机能，调节内分泌，抗氧
化、抗自由基等。
对于男性而言，督脉灸可以起
到健身、壮肾阳的作用，改善气虚
血虚、祛湿驱寒、腰痛膝软、下肢
沉重、神疲乏力、耳鸣头晕等一系
列亚健康状态。而对女性来说，督
脉灸对于面部的黄褐斑、雀斑等各
种随着衰老出现的症状以及身体虚
寒、肢冷畏寒等，也能起到很好的
改善作用。
今年 30 多岁的王女士就一直觉
得自己身体虚寒、阳气不足，经常
经前或经期小腹冷痛、月经量少 。
因此，在护师的建议下，她尝试了
督脉灸疗法。“尝试了几次督脉灸以
后真的感觉好多了，经期明显腹部
不痛了，月经量也多起来，手脚也
没那么冰凉，感觉阳气足了不少。”
王女士乐呵呵地表示。
“王女士的面色青白、舌紫黯，
舌苔白、脉象沉紧且肢冷畏寒，是
寒凝血瘀之症，适合督脉灸疗法。”
沈梁娣告诉记者，督脉灸跟普通艾
灸相比，施灸面积更广、艾柱更

泡沫尿
不一定是肾病

“嗓子疼”似走“鬼门关”？
急性会厌炎真的很可怕

“晨起一杯水，到老不
后悔”这句老话的意思是，
保持早晨起床及时喝水的习
惯，能够帮助促进循环血
液，清理肠胃，有助于身体
健康。

为何晨起要喝水
喝水是我们每个人每天
要做的事情，尤其早起的一
杯水更重要。人体在一整夜
的休养和新陈代谢中，水分
通过皮肤、呼吸、尿液等大
量消耗，体内水分丧失严
重，而早起的一杯水可以补
充整晚的消耗。早起后空腹
饮一杯大约 250 毫升的水，
最好为新鲜的凉白开，水进
入人体后，会迅速被胃肠黏
膜吸收而进入血液中，稀释
血液浓度，降低血黏稠度，
有效增加血容量，提高含氧
量，无形之中也降低早起发
生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的风
险。
而且，晨起的一杯水对
于肠胃的刺激还能使人体多
个器官迅速恢复清醒状态，
摆脱夜晚“休眠模式”，令
人神清气爽，精力充沛。
对于脾胃虚寒的人，避
免寒凉刺激肠胃，可以改用
为温开水，清理肠道，刺激
肠胃蠕动。
当然，人体仅靠早起的
一杯水是不能够完全补充机
体所需水分的，上午、下午
都应该适当饮用。正常情况
下，每个人一天的饮水量基
本为 7—8 杯，尤其是气候
干燥的时候，水分摄入更是
不可缺乏，应酌情增加。

晨起如何正确喝水

说到“嗓子疼”，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是喉咙发炎，吃点消炎药就能好，不是
什么大问题。然而，家住玉城的张女士
却差点因为这小小的“嗓子疼”丢了性
命。
据张女士回忆，有天早上起床时觉
得喉咙不太舒服，以为是春季气温波动
大不小心感冒，就喝了杯感冒药去上班
了。之后喉咙不适的症状不但没有得到
缓解，反而更加严重。到了晚上，连吞
咽都有些困难，“嗓子像是被东西堵住
了”。慢慢的，张女士觉得自己呼吸有些
困难，越来越觉得不对劲，第二天一大
早就来到市中医院耳鼻咽喉科就诊。
“张女士很幸运，如果再晚来一会，
可能就会出现窒息的情况，危及生命。”
市中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方夏兰
说。
“嗓子疼”怎么会危及生命？这究竟
是什么情况？
原来，张女士患的并不是单纯的感
冒，而是急性会厌炎。方夏兰医师介
绍，会厌是舌根后方帽舌状的结构。在

说话和吞咽时，会厌会做挺起和后倾的
动作，使呼吸和进食功能配合默契。急
性会厌炎通常由感染、创伤、异物、刺
激性食物，或者临近组织感染引起，导
致喉部声门上区的会厌及其周围组织
（包括会厌谷、杓会厌襞等） 急性炎症病
变。患者一般表现为剧烈咽痛，吞咽时
比较明显，咽喉有堵塞感，严重时会出
现呼吸困难，甚至窒息死亡。
急性会厌炎之所以凶险，是因为会
厌黏膜下组织疏松，极易水肿，可在发
病最初几小时内肿大至正常会厌的数
倍，以至堵住声门，造成喉梗阻、窒
息，不及时抢救会致命，是耳鼻咽喉科
的急重症之一，各地医院常有发生。且
会厌位置比较隐蔽，生病时不易被发
现，容易错过最佳治疗时期。
方医生提醒，在气温波动大的季节
一定要重视咽喉肿痛，警惕急性会厌
炎，尤其是体弱易感冒、过敏体质人
群，如有咽喉不适症状，要及时到专科
耳鼻咽喉科检查，以免漏诊或误诊。
林海雪

晨起第一杯水，不能随
便喝，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空腹喝水才有效。空腹
也就是在进食早餐之前，空
腹喝水，才能有效促进血液
循环，清理肠胃，餐后饮水
则会影响食物消化和吸收。
同时，我们在晨起喝水最好
小口小口慢饮，切忌速度过
快，否则可能会引发头痛、
恶心、呕吐、血压降低等不
适。
淡盐水不是人人适合。
如果水里适量添加食盐，搅
拌均匀喝下，能够刺激肠道
蠕动，对部分人群预防和缓

解习惯性便秘有着良好的效
果。不过，高血压患者或者
有高血压风险的人最好不要
尝试，因为人体刚起床后的
时间，是血压升高的一个高
峰期，盐分的摄入会使血压
升高，可能引发突发性心脑
血管疾病。另外，淡盐水的
摄入无形之中会加重脱水现
象，使人产生口干舌燥、烦
躁不安之感，因此，喝淡盐
水要谨慎选择。
切忌空腹牛奶“穿肠
过”。有人喜欢起床一杯牛
奶，其实这样做是不太合适
的。早晨刚刚起床后，肠胃
尚未苏醒，牛奶进入胃肠
后，存留时间较短，其中所
含的大量营养成分往往还来
不及细致处理和吸收就匆匆
进入大肠，排出体外。这
样，既不利于牛奶营养物质
的充分吸收，而且对胃肠道
的黏膜刺激较大，容易引起
腹泻。正确的喝牛奶方式
是，先吃点米面等淀粉含量
高的食物，然后再喝牛奶，
使其与其他食物在胃部进行
充分融合，延长停留时间，
从而更好地消化吸收营养成
分。
蜂蜜水饮用需谨慎。蜂
蜜水中含有糖分，在进入人
体后要经过多重代谢和转
化，成为葡萄糖后才能最终
被人体吸收利用。这样一
来，蜂蜜水作为晨起的第一
杯水，就不能充分发挥补
水、利肠道等清扫身体内脏
环境的作用，不但不能有效
补充人体细胞所缺失的水
分，而且还会增加代谢时
间。因此，晨起第一杯水最
好不要选择蜂蜜水。
晨起不喝冰水、饮料。
早上肠胃仍处于夜间睡眠模
式，如果此时大量饮用冰
水，很有可能刺激肠胃黏膜
而引发腹胀、腹泻、胃痛等
严重不适感，尤其是脾胃虚
寒者，更要注意了。除此之
外，可乐等碳酸饮料也应尽
量避而远之，因为这些饮品
中含有大量柠檬酸，其在代
谢过程中会加速钙质的流
失，从而降低血液中的钙含
量，长期饮用很有可能导致
缺钙，引发骨质疏松等。
司建平

（（合办））

尿潜血外，往往尚无其他任
何症状或体征。如果患者出
现泡沫尿又伴有尿频、尿
急、尿痛、浮肿、高血压，
或多饮、多尿、多食、口干
渴等症状时，必须到医院检
查确诊，并采取有效治疗措
施。
总之，小便中气泡增多
的原因很多，不用过于惊
恐。自己鉴别的最好方法
是，取一个容器装入尿液，
用手来回振荡，一般来说，
如果泡沫较大或大小不一，
持续时间较短，身体多半没
有问题，无需紧张；如果尿
液表面出现细小而经久不消
的泡沫，可能为蛋白尿。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蛋
白尿也有生理性的，无需害
怕，比如功能性蛋白尿。这
主要是由于剧烈体力劳动或
运动后、长途行军、发热、
高温下作业或严重受寒、精
神紧张、充血性心力衰竭、
进食高蛋白饮食后，肾小球
滤过膜通透性增加所致，常
发生于健康的青年或成年人。
此外，泡沫越多也不能
说明蛋白尿越严重。出现泡
沫尿，只是一种临床表现，
如果不经过专业检查，就不
能认为是一种疾病症状。也
就是说，只是存在蛋白尿的
可能性，是否是蛋白尿，还
是需要专业检查。需要提醒
的是，偶然检测出尿蛋白
“+”，不能说明肾脏一定有损
伤，应多次做尿检同时结合
肾功能检查；必要时做肾活
检以确定肾脏损伤的程度。
泡沫尿与蛋白尿没有必
然联系，一些有严重肾病的
人，尿液中也不一定有很多
泡沫。因此，单一从泡沫多
少判断是否患有肾脏疾病是
没有科学依据的。
王飚

因此，督脉灸适合如痹证 （类
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强
直性脊柱炎等），腰痛 （腰椎、胸
椎、颈椎骨质增生和腰肌劳损等），
哮喘 （慢性支气管炎、鼻炎、支气
管哮喘、肺气肿等），慢性胃肠疾
病，虚劳消痰 （迁延性肝炎、乙型
肝炎、神经官能症等） 等疾病。而
对于孕妇、哺乳期妇女，患有高血
压、糖尿病、心血管、脑血管、
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疾
病，以及精神病患者、过敏体质者
则不适合此疗法。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督脉灸治
疗以天气晴好的白天为宜，且灸后
要及时饮用一杯温开水，灸后当天
还需注意要清淡饮食。同时，灸后
不要马上洗澡以及过量运动，以免
出汗过多致使寒气入侵，施灸时暴
露的体表部位皮肤，冬季时要注意
保暖，夏季则要注意防暑。
目前市中医院正在推广中医适
宜技术，将于近期推出中医护理门
诊，其中就包括督脉灸项目。此
外，还有扶阳艾灸、固本熏蒸、平
衡火罐、引阳入阴失眠推拿、虎符
铜砭刮痧、便秘推拿、穴位贴敷等
项目，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前往就
诊。
陈微斐

市传媒中心
市科协

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
每个人多少都会掌握一些健
康知识，比如肾脏病可能与
泡沫尿相关联。结果，一旦
有人发现尿液中有泡沫之
后，便十分惊慌。其实，泡
沫尿不一定是肾脏病。
尿液中的泡沫是怎么形
成的？正常尿液的表面张力
很低，很少形成气泡，因此
不会出现泡沫尿。如果进食
了过多的蛋白质食物，排出
的尿液就容易出现泡沫现
象。不过，泡沫会很快消失。
还有一种情况，由于各
种原因，尿液中成分发生改
变时，尿液表面张力增高，
气泡就会增多。正常尿液内
含有一些有机物质(葡萄糖)和
无机物质(矿物盐)，可以使尿
液表面的张力变强，小便时
可因冲击力而产生一些泡
沫。但是这些泡沫也会很快
消失。如果是蛋白尿的话，
泡沫是不会消失的。所以，
出现泡沫尿不一定有病。
尿中有泡沫的常见原
因：饮水不足。饮水不足导
致尿液浓缩或尿急时，排尿
压力加大，尿速增快，使尿
液表面张力增大，尿液中气
泡增多；膀胱炎或其他泌尿
系统感染。这种情况下，尿
液的成分容易发生改变而产
生气泡；糖尿病。尿液中尿
糖或尿酮体含量升高，尿液
的酸碱度发生改变，表面张
力增大；产气菌。泌尿道中
有产气菌存在时，尿液中可
产生气泡；性生活前后。由
于精液及前列腺液分泌增
多，尿中也会出现气泡增
多；肝肾疾病。这类疾病患
者的尿液中胆红素或蛋白质
含量增多，尿液表面张力增
大，排尿时可产生较多气
泡。肾炎最早期的改变就是
尿液中出现蛋白，这时除了

大、火气更足、温通力更强，所以
补充阳气效果更好。
据沈梁娣介绍，督脉灸的前期
准备工作非常多，并且因为程序繁
杂所以要求用药很足。选材方面不
仅需要新鲜的干生姜，还要将新鲜
的生姜打成姜汁和姜末，再配合中
医针灸科的一些特定药粉。此外 ，
通常督脉灸会使用效果最好的艾
绒，也就是黄金绒来进行熏烤、灸
治。黄金绒相对于一般的艾绒来
说，热力足、燃烧时间长，治病效
果可以说是普通艾绒的数倍。
督脉灸每次治疗时间约 1 个小
时，有些人治疗 3—4 次后便可感受
到明显治疗效果。该疗法具有单次
治疗时间长、疗效可靠，且安全无
副作用的特点，适合寒性及虚损性
疾病。
那么，何为寒性及虚损性疾
病？沈良娣介绍，“虚”是身体里有
益东西减少，常表现身体疲乏、懒
散，打不起精神，没有胃口等；寒
是冷的意思，感觉怕冷，穿的总比
别人多，或腹部、手脚等部位发
凉，用热水袋捂一会儿，感觉会舒
服，严重时会有如从冰里透出来的
冰冷感。这些感觉，从西医角度讲
叫“亚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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