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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苦能去火？不是人人都适合
一不小心上火了该怎么办？不少朋友
认为清火要多吃苦味的药或食物。但不是
所有人都适合通过吃“苦”来清火。上火是
中医学概念，属于热证的范畴。中医认为
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时就会上火，表现
为咽干咽痛、眼目红赤、鼻腔干枯、口干舌
燥、牙痛、生口疮等症状。中医理论指导下
的中药学将药物归入酸、苦、甘、辛、咸五
味，分别对应人体肝、心、脾、肺、肾五脏，不
同味的药物有不同的功效，而苦味的药物
和食物普遍认为可以清火。

阴虚质、湿热质适合吃
“苦”降火
苦的东西一般都具有寒凉属性，这种
食物或药物的确可以清热去火，所以一部
分人上火可以通过吃“苦”来解决。这类人
的共同特点是：平日里喜寒恶热、容易咽干
口燥、喜欢吃凉东西、容易长粉刺、大便干
结或者黏腻不爽、面部多油垢、舌质红。这
些人的体质属于中医理论中的阴虚质或者
湿热质，他们若上火，是可以通过吃“苦”解
决的。
阴虚体质和湿热体质的朋友可以吃一
些苦瓜、莴苣、山慈菇等，也可以食用百合
银耳粥、冰糖银耳粥、百合莲子粥等。
以上两种体质的人可以用清热去火的
中药，如栀子、金银花、野菊花、莲子心、西
洋参等，取其中 1—2 味，各 5—10 克泡水代
茶饮。鉴于阴虚与湿热有所不同，在应用
上面的苦味食物和药物清热去火的同时，
还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做一些调整：阴虚
体质的，可以添加一些滋阴的枸杞、地黄、
黄精等。湿热体质的可以添加一些健脾祛
湿的苡仁、山药、赤小豆等。

以下几类人群不适合吃
“苦”降火
有 适 合 吃“ 苦 ”降 火 的 ，就 有 不 适 合
的。不管是平日的食物还是口服的药物都

通过脾胃消化吸收，寒凉属性的食药长时
间少量使用、短时间大量使用或者不合条
件地使用，都会对脾胃功能造成损伤，导致
脾胃阳气受损，从而出现饮食减少、腹胀、
腹痛、腹泻、四肢不温、身体倦怠等不适。
因此，对于平日里脾胃就不好的朋友来说，
吃
“苦”去火并不是最佳选择。
还有的朋友耐热不耐寒，平日里就比
别人更怕冷，吃喝都喜欢温热的。或者平
日精神不振、慵懒倦怠，或者身体肥胖、汗
多而黏、皮肤多油腻，或者面色晦暗、身体
易痛、皮肤干枯、舌上有点和片状瘀斑。上
面这四类朋友分别属于中医体质学说中的
阳虚、气虚、痰湿、血瘀体质，这些朋友就不
适合用苦味药物或者食物来降火。

除了吃“苦”清火的方法
还有很多
清火的方法有很多，以下几种方法适
用于各类体质。
艾灸：有些上火属于体内的火、热、气
郁积于上，从而导致口鼻干燥、咽喉肿痛、
牙痛等不适，这时候可以用艾灸去火。用
点燃的艾条灸足底部的涌泉穴，从而把上
面的火、热、气引下来，使其回到该去的地
方，
从而达到去火的目的。
刮痧：在足太阳膀胱经和督脉循行部
位，或者在上火的局部以及该部位对应的
经络处，以及大椎穴、曲池穴刮痧，都可以
起到清热去火的作用。
揉耳轮：把手掌搓热后，贴在双耳上，
从上到下、从前到后，双手画圈搓揉，以耳
轮部发红发热为度，同样可以起到泻热、去
火的作用。
穴位按摩：用手指按压内庭穴、太冲
穴、合谷穴，以按压的局部酸、麻、沉、胀、痛
为度，按压时慢慢加力，每次按压点揉 30 秒
—1 分钟后缓缓松开，间隔 3—5 秒后再次按
压点揉，每天早晚各做 5—10 分钟，坚持做
就能达到去火的目的。

中药穴位贴敷：把中药吴茱萸、牛膝、
肉桂（选择一种即可）等具有引热下行的中
草药研末调成黏稠状。用时取出适量搓成
花生大小，用医用胶布或膏药等，贴敷在太
冲、涌泉、内庭等穴位处，一日一换。或者

练静蹲 护膝盖
俗话说：
“ 人 老 腿 先 老 ，百 病 从 腿
养”。要想享受生活，就得有健康的身体
和灵活的膝关节。每天静蹲，就能让你
有健康的膝关节。
膝关节上方的肌肉叫“股四头肌”，
其主要作用是伸直膝关节。静蹲可锻
炼股四头肌，除能增强力量外，还可改
善其对膝关节负重状态的调控，增加膝

五色入五脏

关节静态及步态稳定性，缓解对膝关节
的冲击力，减轻负重和应力，缓解骨关
节炎。
静蹲的姿势要求：站立，挺胸抬头，
双脚与肩同宽，脚尖朝前，别内、外八字，
既锻炼力量，又不增加髌股关节压力，慢
慢蹲至 30—45 度，静止到双膝酸胀、明显
颤抖为止，再起身慢走放松。早、中、晚

各 1 组，每组 3 次，每次间隔 1 分钟，练习
时精力集中，
自然放松。
对于那些膝关节力量严重不足、不
能静蹲者，可先行靠墙静蹲，等力量改善
后再静蹲。对于健身爱好者，靠墙静蹲
虽 可 锻 炼 力 量 ，但 易 造 成 膝 关 节 不 稳
定。为保护膝关节、预防关节病发生，建
议别靠墙静蹲。
据人民网

板蓝根虽好 勿当饮料喝
春季是流感高发季节，网络自媒体
上热传一些民间“偏方”，有人把板蓝根
当作抗击流感的“时尚中药”，也有人把
板蓝根当成预防用药甚至是饮料。针对
这种现象，相关专家表示，这是一种盲目
用药行为，虽然板蓝根毒副作用较小，但
如果不对症地长期服用或过量滥用，也
会产生不良后果。

常用板蓝根泡茶喝不可取
板蓝根是清热解毒的中药，毒副作
用小，服用方便，很受一些家庭青睐。对
多种细菌性、病毒性疾病，都有着较好的
预防与治疗效果。但把板蓝根当成疾病
预防药品并不科学。
由于板蓝根味苦性寒，用它预防流
行性疾病时，要注意适量，不要多服、久
服，最好不要超过 3 天。体质虚寒的人更
不宜多喝板蓝根，尤其是小孩子，脾胃功
能尚未健全，服用板蓝根过多，更容易引
起消化不良等症状。有些人把板蓝根当
茶喝，更不可取。
长时间大剂量服用板蓝根，在肝脏

把干药末缝入鞋垫中，药末之上接触足底
的布料应薄而透，垫于足底，2—3 日一换。
治病不如防病。保持心情舒畅，保障
足够睡眠，保证饮食健康，远离不良嗜好，
就能不被疾病困扰。
据人民网

的解毒能力下降时，还易引起蓄积中毒，
出现消化系统和造血系统损害，也有个
别患者服用板蓝根过敏的情况。

滥用板蓝根会引起不良反应
人们觉得中药副作用小，但“是药三
分毒”，中药也不例外。药物是用来治疗
疾病的，
不能随意服用。
药有偏性，健康状态下服用过多的
板蓝根会伤害脾胃，引起胃痛、食欲不振
等症状。相关报道对滥用板蓝根引起的
不良反应多有记载：曾有一位家长为预
防孩子感冒，每天都让孩子服用 3 袋板蓝
根冲剂，结果一周后，该孩子出现了消化
道出血的症状。另有一名 4 岁的孩子，连
服 8 天板蓝根，结果出现头晕、胸闷等不
适。还有文献显示，有人曾因长期服用
板蓝根导致腹泻不止。

板蓝根不是感冒
“万灵药”
从药物的性味讲，板蓝根属寒凉之
品，可用于治疗实热之症，若长期大量服
用，容易伤及脾胃，出现胃痛、畏寒、口
淡、乏力、食欲不振等症状。

从辨证用药讲，要根据病情的不同
区别对待。同样是感冒，有风热感冒、风
寒感冒、时疫感冒（流行性感冒）、体虚感
冒、少阳感冒等多种类型，临床用药完全
不同。
而板蓝根适用于治疗风热感冒和流
行 性 感 冒 ，对 其 他 类 型 的 感 冒 则 不 适
宜。同样是风热感冒，不同患者也存在
夹湿、内热等个体差异，板蓝根较适合体
内蕴热的风热感冒，对风热夹湿感冒的
患者就不太适合。
据人民网

应考虑食物的寒热性质
“五色入五脏”，是指常吃五种颜色的
食物可以分别滋养人的五脏，具体为：绿色
养肝、红色补心、黄色益脾、白色润肺、黑色
补肾。
“五色入五脏”理论最早出自中医经典
著作《黄帝内经》。古人认为，自然界的各
种事物和现象，都可以通过木、火、土、金、
水五行联系起来，所以便有了酸味、绿色入
肝，苦味、红色入心，甘味、黄色入脾，辛味、
白色入肺，咸味、黑色入肾的说法。但现代
人对“五色入五脏”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
如果只简单认为一种颜色固定对应一种脏
器，
那就大错特错了。
比如，有人认为黄色的彩椒补脾，红色
的彩椒补心，这显然是不科学的。还有人
说红色食物补心，结果多吃红辣椒导致满
脸长痘及口疮、便秘，说明这种“补”法也是
错误的。
对“五色入五脏”的理论不能机械地运
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把食物的“五色”与
“五味”结合起来，再把食物的寒热性质考
虑进去，就能使其正确地发挥作用。比如，
红辣椒虽然色红入心，可以振奋心的阳气，
但它性热、味辛辣，辛入肺，所以大量食用
会导致肺胃热。绿色食物对肝胆系统具有
很好的保健作用，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
苦瓜虽是绿色，但其性寒、味苦，苦入心，所
以其功效是清心泻火。
建议根据体质选择：
想强壮心脏可以多
吃红葡萄、山楂。养护脾胃可以多吃黄豆、
玉米，
润肺养阴可选白萝卜、
白菜，
补益肾精
可选黑豆、
紫菜、
紫茄子等。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