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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温度低、气候干燥，很多人容易上火。江西
省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中医师万丽玲说，
从中医角度讲，冬季上火，多是由于饮食不当所致。

冬季阳气内敛，人体处于“关闭”状态，皮肤气
孔紧缩，活动量减少。加上冬季饮食多为火锅、羊肉
等肥甘厚味的食物，多余的热量发散不出去，容易出
现口腔溃疡、脸上冒痘、大便不通、咽喉肿痛等上火
表现。上火分为实火和虚火，冬季上火一般为实火，
多是体内邪火炽盛而引起的实热证，患者多属于湿热
体质，表现为口唇起泡疹、长痘痘、咽喉痛、口干舌
燥、大便干结等。虚火旺盛的患者一般属于阴虚体
质，由于阴液亏虚，无力制约阳气，而表现出阳气偏
盛的虚热状态。临床表现为五心烦热、口干不欲饮、
耳鸣、眼睛干涩、头晕、睡不好觉、干咳等。

由于饮食不当是导致冬季上火的重要原因，因此
要学会饮食调理。给大家介绍几种“灭火”方法：

1.每周喝 2~3次银耳莲子汤、银耳百合汤或绿豆
汤，天气若过于干燥，还可以吃些梨、莲藕、芋头，
以润燥降火。

2.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食谱发生了变化，体质

随之改变。古人吃肉比较少，入冬后需要进补，而现
代人普遍营养过剩，如果继续按照古人的进补方式很
容易就补过头了，出现上火症状。冬令进补，可以适
当吃些羊肉萝卜汤，白萝卜是凉性的，羊肉是温补
的，这样一综合就不偏不倚，既能起到补的作用，而
且不上火。

3.如果是阴虚火旺则需要采取滋阴降火的方法，
六味地黄丸可以滋肾阴，萝卜、海带、淮山药、银耳
等食材都有不同程度的养阴作用，可以适当炖汤喝。
如果已经出现了阴虚症状，最好请中医师辨证体质后
调理。

另外，天冷时，人的食欲大增，自制力较差者不
自觉地吃很多，以至于超出脾胃运化的能力，随着积
攒增多也会导致上火。这种情况，通过清淡饮食、多
喝水、多吃蔬果等办法就可快速缓解。

需要提醒的是，上火时不建议自行吃清热解毒
的药物，例如金银花、薄荷、黄连等，这些药物寒
性较大，不清楚自身的体质下贸然使用，反而会损
伤阴精或阳气，导致阴阳平衡失调，使机体抗病能
力下降。

不爱吃饭的七个真相
“医生，我们家孩子总是不爱吃饭，每天都

要追着喂，这是为什么呢？”门诊上，经常听到妈
妈们的抱怨。事实上，不爱吃饭的孩子，背后潜
藏着很多原因。

1.辅食添加不合理。宝宝 6个月后，可以开始
尝试辅食。但有些家长觉得母乳和奶粉更有营
养，延迟给宝宝添加辅食的时间；有些家长认为
宝宝小，不能进食块状、质地硬的食物，1岁多了
还把食物全都打碎成泥糊状给孩子吃。这些做法
会导致宝宝咀嚼、吞咽功能得不到充分锻炼，以
至于后期添加辅食困难，不愿意尝试咀嚼起来有
难度的食物，自然也就不会乖乖吃饭了。

2.零食不限量。“有一种饿，叫妈妈觉得你
饿”。有些家长担心孩子饿着，不分时间段给孩子
吃东西。一会儿切水果吃，一会儿喂酸奶……导
致孩子在该吃饭的时候不好好吃饭。因此，父母
一定要注意少让孩子吃零食，尤其是饭前 1小时。

3.食物过于单一。很多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
花心思的给孩子做饭，家里每天的饭菜比较单调，
有些孩子就会“罢吃”抗议。因此，家长一定要经
常给孩子变换食物花样，保证孩子营养均衡。

4.重口味。经常有家长反映自己的孩子“重口
味”，不愿意吃清淡的饭菜。其实，口味都是吃出
来的，很多长辈觉得孩子的食物没什么味道，就
早早地给孩子辅食中加盐加油，甚至慢慢带着孩
子吃麻辣食物，硬生生把孩子培养成“重口味”。

5.边吃饭边看电视。有些家长从小就让孩子边
看电视边吃饭，趁着孩子看屏幕转移注意力时，
往孩子的嘴里塞几口饭。一旦让孩子养成了这个
不好的习惯，不让孩子看电视了，孩子也就不好
好吃饭了。因此，从小树立正确的进食习惯对孩
子非常重要，吃饭时要专心，不可三心二意。

6.运动过少。现在的孩子需要花很多时间学
习，就连周末都要上各种兴趣班，缺乏足够的户
外活动，热量消耗也比较少，不易产生饥饿感，
自然吃得就少。建议每天让孩子进行至少 60 分钟
体育活动，最好以有氧运动为主，尽可能减少久
坐时间。

7.孩子生病了。孩子处于疾病状态时也会有不
同程度的厌食。一些急性的疾病，例如口腔溃
疡、鹅口疮、疱疹性咽峡炎，化脓性扁桃体炎、
肺炎、急性胃肠炎等，这些疾病导致的厌食多数 1
周左右好转，随着疾病症状好转，孩子的食欲也
就逐步恢复了。

治疗室里，13 岁的阳阳坐在一个沙盘前，双
手摆弄着里面的沙子与动物玩具。只见沙盘的一
角，一只羚羊“蜷缩”在角落，将头埋进一个用
沙子堆成的沙丘里面，沙丘外面则“徘徊”着几
只老虎和狮子。治疗师让阳阳讲讲他为什么这么
摆，是什么意思，阳阳说：“外边的世界太可怕
了。”“这只羚羊有什么本事呢，除了藏在这里，
它还能做什么呢？”听到治疗师的提问，阳阳拨弄
沙子的手停住了，缓缓地把羚羊放到了不远处的

“草地”上，让它“奔跑”，然后阳阳仰起头看向
治疗师，笑了。

原来，由于父母工作繁忙，阳阳从小被爷爷
奶奶带大，直到快上小学时才被父母接到身边，
所以和父母十分生疏，平日里少言寡语。现在刚
上初中的阳阳，在学校也不太和同学来往，之前
甚至连学校也不肯去，问原因也不说，直到父母
带着他求助心理医生。上述沙盘场景，就是阳阳
在治疗时所摆放的，根据阳阳对场景的解释，治
疗师认为他很可能在学校里被孤立甚至嘲笑。

沙盘疗法，是指患者通过摆放沙箱内的沙具
模型，来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主要用于
青少年的心理问题预防和治疗。该疗法最早起源
于欧洲，当时英国儿科医生劳恩菲尔德将收集来
的各式玩具模型放在箱子之中，让孩子们在这个
限定的空间内摆放玩具模型，来帮助孩子表达他
们的思想和情感，后逐渐发展为现在的沙盘疗法。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张晓鸣告
诉《生命时报》记者，沙盘疗法是分析心理学与
游戏及其他心理咨询理论结合起来的一种心理临
床疗法，能够直观“看到”患者的内心世界，从

而绕开咨询中的阻抗（患者不愿意向咨询师说出
心事）。沙盘疗法的适用范围很广，对各种心理问
题均能产生效果。虽然该方法最开始主要应用于
孩子，但现在可适用于各年龄段人群，特别是一
些语言交流有障碍、表达能力弱或是内心防御性
较强的人。

在沙盘治疗中，治疗师往往是一个聆听者和
旁观者，不会主动对患者摆放的沙盘进行解读，
而是通过简单的提问，让患者对自己搭建的场景
进行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患者会对自己的内心
产生更清晰的认识，进而获得治疗的效果和自身
的成长。对于一些症状较重的患者，即便不能通
过沙盘治疗获得痊愈，也可以通过沙盘映射出真
实的内心世界，让治疗师发现问题所在，对后续
治疗很有帮助。

除了能对个人产生治疗效果，沙盘疗法同样
适用于家庭和团体治疗，尤其是能帮助改善家庭
成员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当家庭中的矛盾双
方坐到一起时，如果用语言交流，很可能会因为
沟通不顺而激化冲突，有时根本无法对话。但通
过摆放沙盘，双方的分歧就会转化为对如何摆放
玩具模型的讨论，既能反映出问题也能避免直接
冲突。张晓鸣举例说，曾经有一对关系紧张的母
子，母亲很喜欢控制、干涉孩子，孩子对母亲极
度愤怒，生活中，他们关系非常僵，谁都不愿意
低头，更不愿意换位思考。而在沙盘搭建的过程
中，母子两人的矛盾与冲突在沙盘中呈现，在讨
论中，孩子借助沙盘讲述了他自己的感受，妈妈
也通过沙盘理解了孩子，这就是一个缓和亲子关
系的过程。

近日，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研究人员使用
经济学模型，首次估算出户外活动可为全球节约 6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42.2万亿元），其中包括医
疗费、护理费以及由旷工、工作效率降低等造成
的损失。近些年，我国一直在大力推广健康管理
和“治未病”的理念，希望人们尽早养成健康习
惯，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同时节省医疗支
出。

慢性病上升已成我国主要公共卫生问题
当下，我国慢性病患病率及死亡率呈明显上

升趋势，已进入高负担期，患病人数多、医疗成
本高、患病时间长、服务需求大。《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工作进展（2015年）》数据显示，慢性病导
致的死亡人数已占全国总死亡人数的 86.6%，慢性
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成为危害人民健康
和生命安全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

以预防为主的大健康体系是降低社会医疗成
本的突破口。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如果想达
到同样的健康标准，所需的预防投入与治疗费、
抢救费比例为 1:8.5:100，即多投 1元钱预防，治疗
费用就能减少 8.5 元，还能节省 100 元抢救费；
90%的人通过健康管理和教育，能把医药费降低
10%。

世界药学会针对葡萄牙医疗系统的研究也显
示，如在疾病早期阶段提供预防、诊断和筛查服
务，每投入 1 欧元（约合人民币 7.8 元），可省下
4.8欧元（约合人民币 37.5元）的医疗支出。

“投资”健康习惯，为自己省钱
医学界已经形成共识，重视保持健康生活方

式，不少慢性病都可以预防，除了提高生活质
量，还能为日后省下不少治疗开支。专家们总结
了三个最关键的防病习惯。

规律运动。《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8》显
示，2017 年大陆地区冠心病冠脉介入治疗平均置
入支架 1.47 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
医师张海澄表示，目前临床所用的心脏支架有国
产和进口两类，国产支架约 0.8 万~1.7 万元，进口
支架约 1.2 万~2.1 万元。一台心脏介入手术不仅包
括支架费用，还有运送支架的导管、导丝和球囊
等的花销。此外，术后患者需坚持服药，进行必
要的降血脂、抗血小板等治疗，每月花费为 500~
1000 元，具体方案需配合定期复查，视恢复情况
而定。总体来说，冠心病患者的一场手术至少 3万

元，且支架不是一劳永逸。如果术后放置支架的
地方再次狭窄或其他部位发现狭窄，需再次进行
介入手术，又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规律运动对心脏健康的益处不容小觑。运动
过程中，心跳力度、次数增加，心肌可获得更充
足氧气和营养，心肌纤维增粗，毛细血管增加，
心脏功能随之增强，可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但张海澄表示，一次运动带来的生理变化只是暂
时的；长时间运动，比如几周甚至几年，身体才
能得到持久性的良好变化。建议大家从小就开始
运动，并尝试不同运动，这样能尽早找出自己最
感兴趣的并长期坚持。建议每周至少运动 5次，每
次持续半小时以上，运动时心率最好不要超过

“170-年龄”，感受上以微微出汗、次日肌肉不酸
痛为宜。

早期筛查。有统计显示，早期病例诊疗费用
较中晚期节省近 70%。现实中，一位晚期胃癌患
者花费 20 多万元治疗，可能依然无法延长寿命；
但如果花 1万元早期筛查，癌症尽早得到控制，则
可省出 14 万元，寿命得以延长，生活质量也不会
受太大影响。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尤长
宣表示，一旦癌症进入晚期，一般意味着患者需
终身治疗，费用比较高。因此，尽早筛查十分重
要，既能发现早期癌症，又可能发现癌前病变或
未癌变的良性病变，进而提前干预，降低良性病
变癌变风险，还能改善预后，提高治愈率和生活
质量。通过预防、早筛早诊，约 1/3 的肿瘤能预
防，还有 1/3左右能控制。建议高危人群，比如 45
岁以上、工作压力较大、有癌症家族史、重度抽
烟、有慢性癌前病变或接触射线及特定区域人
群，都应进行针对性早筛。

均衡饮食。国际糖尿病联盟最新发布的“全
球糖尿病地图”显示，中国约有糖尿病患者 1.2
亿，在糖尿病相关医疗支出中，中国位居全球第
二，约为 109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7665亿元）。

武汉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丁胜表
示，糖尿病患者的花费主要有三方面：门诊、住
院及并发症治疗。病情较轻的患者，一年约花费
3000~5000元，但如果病情较重且伴随并发症，年
花费则在 2万以上。随着病情进展，花费会逐渐增
加。而且，糖尿病病程很长，比如 50 岁患病，接
下来 30年的费用可能是 9万~60万元，甚至更多。

为了不陷入治疗的“无底洞”，糖尿病患者必
须对生活方式进行干预。除了规律作息、保持体
重、维持情绪平和，一定要均衡饮食，每天一斤
蔬菜半斤水果，适量吃鱼、禽、蛋、奶类、大豆
等，保证食物多样。丁胜介绍，均衡饮食、规律
运动等综合管理不仅能预防糖尿病，还能帮助住
院治疗的糖尿病患者减少 33%的住院费、40%的医
药费，其他费用也有一定比例减少，有些患者甚
至能实现停药。

做好健康管理，减轻慢病之重
近些年，“健康管理”“提早防治”等理念

在我国越来越普及。 2019 年，《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等相关文件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
促进两大核心，提出了有序扩大癌症筛查范围、
实施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实施全民健身行动、
实施控烟行动等四大要求。很多国家也在强调预
防，美国、日本、英国的一些经验可供我们参考。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开始抗癌行动。“美国
2019年肿瘤统计报告”显示，1991~2016年间，美
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双下降。癌症总体死亡率
连续下降 27%，女性癌症发病率相对稳定，男性
癌症发病率每年下降约 2%，主要得益于从 20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严格控烟，大力普及乳腺钼靶、肠
镜筛查等癌症早期筛查以及鼓励新药研发。

意识到降低民众慢性病患病率可有效减少政
府医疗开支，日本十分注重疾病预防和健康管
理。2011 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建立“特定健康诊
疗和保健指导”制度,一旦有人在体检中确认肥胖
或血糖、胆固醇等不达标，就会收到一张通知
书，告知他可到指定医院接受调整饮食习惯、改
变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健康指导。

英国的健康管理是由政府提供资金，社区医
疗机构负责执行，以“预防为主”的模式。1948
年，英国开始推行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将
社区作为第一线，由点及面。每年，NHS 会针对
不同癌症进行宣教、组织筛查，社区医生了解每
家的健康状况，帮助居民养成早期筛查的好习惯。

受访专家们共同呼吁，养成好习惯是最低
成本的疾病预防措施。为了减轻疾病带来的经
济负担，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大家一定
要树立健康观念，立刻行动起来，养成健康习
惯，不仅能为自己省下治病钱，也能为国家减
轻医疗负担。

养成好习惯，省下看病钱

放置沙中玩具 反映内心想法

沙盘疗法 把症状“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