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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出现小症状

血管收缩在头部会引起血流
不畅和头痛，温度调节中枢紊乱，
易患感冒；在腹部引起腹痛、消化
不良，腹泻，女性月经失调；在身体
造成关节受损、受冷、疼痛，脖子和
后背僵硬、腰和四肢疼痛、手脚冰
凉麻木。

罪魁祸首：温差骤变

夏天，从高温度的室外进入空
调房内，温差大且骤变，使血管迅
速收缩。 人体的植物神经系统难
以适应，会造成人体内平衡调节系
统功能紊乱。 最近在迪拜某酒店
有两位客人昏倒在燥热的庭院里，
另有一位客人甚至当场暴毙，都是
因为他们刚在开足空调的室内待
过。“冷”感觉还可使交感神经兴
奋，使腹腔内血管收缩、胃肠运动
减弱。 对于女性，还会影响卵巢功
能，排卵发生障碍。

如何预防

1、进出需谨慎
从户外走进空调房间的时候，

热得够呛，希望立马能凉快起来。

其实应该先喝一杯室温水 (不能
是凉水)，再把空调开到低的档位
让身体逐渐降温。 从空调环境中
外出，应当先在有阴凉的地方活
动片刻， 在身体适应后再到太阳
光下活动。

2、温度要适宜
在温度变化强烈的情况下，身

体会受到冲击。室温和室外的温度
差不宜过大， 让室内温度保持在
21℃以上为佳(最好是环保部门提
倡的 26℃)。 夜间睡眠最好不要用
空调，入睡时设置自动定时关闭空
调更为安全。 如果有时间有精力，
可以睡前在户外活动，有利于促进
血液循环，安神助眠。

食疗方案：桑菊浙贝茶

做法： 将干制的桑叶 100 克，
菊花 50 克， 浙贝母 50 克研为粗
末，分装为 15克每袋，用沸水冲泡
饮用。

方中桑叶、 菊花 ， 疏风清
热， 清肝明目； 浙贝母止咳化
痰，相互配伍 ，可辛凉宣散 ，将
闭锁在体内的热邪驱出体外，
达到宣肺止咳的目的。 具有疏
风清热、解表宣肺的功效。

功效： 适用于有发热头痛、鼻
塞咳嗽的人群。

� � 伏天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空调时间。 作为如今富贵病的主力队员之一，空调病日
益横行。 但三伏天不开空调行不行？ 答案是必须不行，因为热死人的天会导致更多更
严重的疾病。 空调让人们凉快的同时也带来了让人困扰的空调病。 其实空调病，并不
是指对空调吃不消，会让身体产生病状反应，而是指过长时间吹空调造成的身体机能
衰退。 今天就来教您如何既享受着空调的凉风，又避免空调病。

� � 身体出现小症状

缺乏负离子会引起胸闷、 头晕、乏
力、工作效率下降等表现。 空气不流通
会引起呼吸道不适，如果不及时治疗就
会持续发烧、干咳、打寒战，严重的还会
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

罪魁祸首：空气缺乏负离子

负离子是带负电荷的空气粒子，
有镇静、催眠、止痛、镇咳、止痒、利尿、
增食欲、降血压的效果，显著提高人体
生理机能， 被人们称之为空气“维生
素”。而空气中的负离子在经过空调内
部的一系列净化处理和漫长通风管道
后，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了。 据统计，普
通居室内每平方厘米负离子数为五十
个，而使用空调后可减少至十个以下。
并且由于怕制冷效果不好， 通常开空
调时会将门窗紧闭， 导致室内空气不
流通。

如何预防：注意通风

不能 24小时都使用空调。 每天应定
时打开窗户，关闭空调，增气换气，使室内
保持一定量的新鲜空气。这个时机可以选
择在比较凉爽的早上 10点前， 但不能是
清晨(6点左右)，此时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
大，环境中有植物停止光合作用产生的浊
气。 并且严禁在室内抽烟污染空气。

食疗方案：扁豆荷叶粥

做法：将大米及扁豆洗净后加水煮成
粥。 待粥熟后趁热以荷叶覆盖粥面上，直
至粥呈淡绿色，弃掉荷叶，即可食用。

扁豆性平味甘，健脾和胃，清热祛湿；
荷叶性凉味苦辛，清热解暑的同时还能祛
湿止泻，带有宜人的清香，有助食欲；大米
性平味甘，健脾益气。 合在一起煮粥有清
热、解暑、化湿的作用。

功效：适用于发热头重、腹胀腹泻、恶
心逆呕等症状的人群。

� � 身体出现小症状

湿度低引发眼泪蒸发速度快导致
干眼症；鼻子发干、上呼吸道干燥、咽喉
肿痛；皮肤发干。 病菌、病毒在室内蓄积
排不出， 身体各部分都容易产生炎症，
尘螨排不出会造成过敏。

罪魁祸首：湿度低

空调制冷或除霜的时候，会通过热
交换将房间的空气水分变成冷凝水 (通
过排水管)排出户外，所以室内的空气会
变干燥。 在闷热天气，这个功能非常有
用，给人以干爽的舒适感觉，但在北京，
即使在三伏天也并不是每天都是湿热，
大部分时间天气其实已经够干燥了，这
个功能用处不大。 干燥的环境适合病菌
和病毒的生存，屋里的尘埃、尘螨流通
不出去。

如何预防:

1、不能直吹
大汗淋漓时尤其不能直吹，这样降

温太快，很容易感冒。 冷风会使肌肉收
缩， 造成痉挛和僵直， 引起剧烈颈
痛。 冷风直吹眼睛会使泪水蒸发速
度增快，眼睛的含水量下降，眼睛的自
我滋润和保护能力下降， 变得很容
易受感染。 传统中医理论也认为，冷
风会干扰体内的能量循环继而影响到
防御系统。

不能让通风口的冷风直接吹在身
上，即使在车里也不行。 并且注意，千万
不要在静止的车内开放空调，以防汽车
发动机排出的一氧化碳回流车内而发

生意外，即一氧化碳中毒。
2、自身防护
应注意保持皮肤的清洁卫生，因为

经常出入冷热突变的空调环境，皮肤上
附着的细菌容易在汗腺或皮脂腺内阻
塞，引起感染化脓。 注意衣着不要过
于单薄，应达到空调环境中的保暖要
求。 要多喝水，以补充环境干燥使身
体流失的水分。 多补充维生素 C、复
合维生素等提高身体抵抗力的营养素。
若出现感冒发热、肺炎、口眼歪斜时，就
要及时请医生诊断治疗。

食疗方案：

1、椰汁西米露
做法：将西米浸泡半小时后用小火

煮至透明，加入椰浆稍煮。 冰镇后口感
更好。

椰汁味甘，性温，生津、利水，具有
滋补、 清暑解渴的功能； 西米性温、味
甘，有健脾、补肺、化痰的功能。 两者都
含有丰富果糖、蛋白质、维生素及矿物
质，充分给身体补充营养的同时增强免
疫力。

功效：免疫力下降、胃寒食欲不振、
呼吸道不畅通人群。

2、芹菜粥
做法：将大米加水煮，米变黏后，加

芹菜，稍煮后，加香油调味即可。
芹菜性凉，味甘辛，有清内热的功

能，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食物纤维，能
促进胃肠蠕动。 粥有助于人的体温调
节，补充电解质，促进循环。 芝麻香油的
香味促进食欲，并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
收，还能增强声带弹性。

功效：适用于风热感冒、电解质紊乱、
食欲不振、上呼吸道疼痛咽炎的人群。

� � 身体出现小症状

流感和感冒的症状自不必说，严
重者还会患上哮喘。军团性肺炎(大叶
性肺炎)是流行性疾病，有可能大范围
暴发。会引起发热、怕冷、肌肉酸痛、干
咳、无痰或少痰，伴发全身性毒血症症
状，严重者出现肺部硬化实变，肺脓肿
以及胸腔积液， 导致呼吸衰竭危及生
命。

罪魁祸首：空调机自身

空调机箱内环境是温暖而潮湿
的，冷却线圈、散热片、蓄水槽，可都
是微生物生长的沃土。这其中就包
括了那些最龌龊 、 最不招人待见
的，会引发流感和普通感冒的微生
物。 中央空调是最适合军团菌传播的
媒介。

如何预防：空调机的保养

空调机的基本原理就是让室内空
气重新循环。如果过滤器很脏，就不能
执行它正常的抓捕细菌的职责了。 建
议空调机最好一年清洁三次， 这样可

减少病菌飘浮， 一般由专业空调保养
公司负责此项业务。 上门服务清洁一
台空调需要一个小时， 花费约 150-
200 元。 会着重清洁过滤器和百叶栅
以及冷凝器。

这些需要拆开机械盖才能看到的
部位通常满是尘污并满溢着绿色藻类
黏液和浊水。有人做过实验，在空调蓄
水盘里放一片抗菌药， 要用 4 个月才
能完全溶解掉。 中央空调尤其需要做
清洁，要敦促楼管物业公司来完成。

食疗保养：姜汤

做法：锅内加入生姜片、葱白段和
水，上火煮开，加入红糖调味，再加入
生姜片煮开后，加入掰开的红枣(不掰
开也可以， 只是这样会更入味) 再煮
开。

生姜有发汗解毒、 温中止呕的功
用，与红糖、葱白合用，祛风寒的作用
尤佳，还能舒筋活血。早起喝一碗姜枣
汤， 能驱散脾胃中的寒气， 有暖胃养
胃，和胃降逆止呕的作用。生姜能起到
某些抗菌素的作用， 尤其对抗击沙门
氏菌效果明显。

功效：适用于遭受风寒湿邪感冒、
肩肘腰背痛、胃寒呕吐腹泻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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