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值深冬，气温走低，寒冷的天气对健康的影响不容忽视。有

关专家建议，老年人和慢病患者尤其要科学防寒过冬，降低天气对

健康的不利影响。

寒冷天气对心血管病患者来说是一场严峻考验。北京中医医

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尚菊菊提示，寒冷易导致血管收缩甚至痉挛，冠

心病患者易导致发生心绞痛。心衰患者容易因呼吸道感染加重心

衰病情。糖尿病患者往往有末梢神经和周围血管病变，导致对外

界冷热和疼痛刺激不敏感，尤其要注意防止冻伤和烫伤。

尚菊菊建议，早上天气寒冷、交感神经兴奋，心血管病患者在

早上尤其容易发生急性心脑血管事件。建议心血管病患者尽量在

早上 10 点之后再出门，注意保暖，防止血压波动，减少脑出血、脑

梗和心梗风险。此外，冬季不要过度进补，注意清淡饮食，避免情

绪波动，保持作息规律。

安徽省针灸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周忠良介绍，脚是全身最怕

冷的部位，双脚距离心脏最远，血液流经的“路程”最长。他建议，

寒冷天气每天用热水泡脚，每次泡脚 20分钟，水温 42摄氏度左右，

同时配合按摩脚掌涌泉穴，起到温通经络的作用。

“头、脖子、腰等部位也需要重点关注。”周忠良说，中医认为头

为“诸阳所会，百脉相通”，因此冬季外出一定要戴帽子，最好能盖

住前额。颈部也要避免受寒，降低颈椎病、咽炎、脑血管病等的发

生风险，外出务必佩戴围巾。“腰为肾之府”，而肾“喜温恶寒”，因此

冬季无论男女都建议穿中长款外衣，避免让腰部受寒。

近年来，“暖宝宝”、电热背心等成为新型“御寒神器”，在享受

其带来温暖的同时，也要避免使用不当造成烫伤。一些医院的皮

肤科医生表示，近期陆续接诊了多位因使用“暖宝宝”等导致低温

烫伤的患者。

据了解，低温烫伤是指身体长时间接触 45摄氏度至 50摄氏度

左右的热源所引起的慢性烫伤，起初往往不易察觉，发现时皮肤已

经起了水泡。专家建议，购买“暖宝宝”、电热背心、热水袋时要选

择正规可靠的产品，使用时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尤其是对于语言表

达能力欠佳的幼儿、皮肤感觉功能下降的老年人，取暖时要注意控

制温度，同一部位不要取暖时间过长。

数九寒天

专家支招儿御寒

进入深冬时节，万物凋零。随着天黑得早、亮

得晚，一些人开始变得颓废起来：起不来床、提不

起精神、做了很多事情却觉得意义感缺失、总会冒

出许多消极情绪……如果出现上述症状，我们就

要警惕，会不会是冬季抑郁症找上门。那么，究竟

什么是冬季抑郁症呢？为什么在寒冬时节，人们

容易抑郁呢？

日照变短容易致人抑郁

冬 季 抑 郁 症 ，是 季 节 性 情 感 障 碍（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简称 SAD）的一种，常在秋冬

季开始，春天来临时自然好转，每年同一时间发

作。季节性情感障碍，是由南非精神病学家诺曼·
罗森塔尔于 20世纪 80年代首次发现并提出的。

诺曼·罗森塔尔从南非移居到美国纽约生活

后，发现进入冬天他会莫名地感到情绪低落，对生

活和工作的兴趣下降，而当春天来临，这些现象就

消失了，他重新变得充满活力。为此，诺曼·罗森

塔尔提出了冬季会让人变抑郁的假设，随即他开

展了大样本调查，发现季节性情感障碍这种现象

在北美地区很普遍，很多人会在秋冬之季陷入季

节性情感障碍。

除了北美寒冷地区，北欧国家也是冬季抑郁

症的高发区域。北欧的冬天能从 11月延续到次年

3 月，那里冬天的太阳早上 10 点才升起，下午 4 点

又落下去，日照不足被认为是冬季抑郁症高发的

原因。许多心理学研究发现，光照与抑郁情绪有

很大关系，因为光照直接影响了人体内血清素和

褪黑素的分泌，而这两种物质与人的情绪状态息

息相关。

血清素是天然的情绪调节剂，可以让我们的

情绪更平和，血清素分泌不足，会让人情绪低落、

提不起精神、注意力难以集中。一项由澳大利亚

墨尔本贝克研究所开展的研究显示：大脑中血清

素的周转量，会受到日照量的影响，血清素含量，

晴天高于阴天。也就是说，冬天日照不足，会让血

清素分泌不足，导致情绪状态不佳。

另一种影响人情绪状态的物质——褪黑素，

是由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可促进睡眠，

很多助眠保健品的主要成分就是褪黑素。褪黑

素白天分泌少，夜晚分泌多。秋冬季节昼短夜

长，褪黑素分泌增多，容易让人感觉起不来床，白

天昏昏欲睡。

什么人容易患冬季抑郁症呢？据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统计，美国每年有 10%至 20%的人患冬季

抑郁症，女性、年轻人、本身曾患抑郁症的人、生活

出现重大变故的人，都比较容易患病。

确诊需符合标准并由医生鉴定

寒冬时节的日照不足，虽然会让人情绪状态差

些，但多数人能够自主调整。只有符合以下诊断标

准，才能称之为符合季节性情绪障碍的冬季抑郁症，

这种情况就需要到医院的精神科寻求专业帮助。

根据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制定的权威诊断书

籍——《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DSM—

5）》，冬季抑郁症有两条诊断标准：

第一条，须符合秋冬来临之际，以下症状至少出

现7条：感到无助、悲伤；出现自杀想法；嗜睡；胃口大

变，特别喜欢吃甜食或富含淀粉的食物；体重增加；感

觉身体很沉重；容易感到筋疲力尽；体力活动减少；容

易疲惫；很难集中注意力；易怒；回避社交；对他人的

排斥特别敏感。第二条，秋冬季节出现抑郁症而春天

自然好转的情况，至少出现过两年。

符合这两条标准，才能被诊断为冬季抑郁症，

而最终确诊需要到医院精神科做鉴定。针对冬季

抑郁症的治疗，通常有光照疗法、药物疗法、心理

疗法等。

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和避免冬季抑郁症？

心理专家给出了以下 3点建议：

首先，每天在阳光下坚持 15分钟到 30分钟的

户外散步。充足的光照有助于人体血清素的分

泌，让人心情愉悦，同时减少褪黑素的分泌，减少

困倦。

其次，合理饮食，多补充维生素 D。维生素 D

有助于血清素的合成，可多食用富含维生素 D 的

食物，如蛋黄、坚果、牛奶、瘦肉、动物内脏、海鲜

等。此外，还要多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最后，不要沉溺于消极情绪，适当转移注意

力，多做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当人有抑郁情

绪时，很容易沉浸在消极的念头或情绪中，这时要

有意识地转移注意力，做点其他事情，比如听音

乐、养花、跟朋友聊天等，有助于提升愉悦感。

（作者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一到冬天就消沉？警惕冬季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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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兰

腊八节临近，很多人开始准备腌腊八蒜、熬腊

八粥，一同忙碌起来的，还有与之相关的传言。

腊八蒜腌得越绿口感越好；大蒜只有在腊八

腌才能变绿；吃腊八蒜能防癌、软化血管；腊八粥

食材越杂越有营养……这些说法是真是假？对

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让您明明白白

过个腊八节。

一般来说，腊八蒜的原料就是食醋和大蒜瓣

儿。醋是很多人眼中的“养生佳品”，大蒜更被誉

为“杀菌利器”，强强联合之下，一些人将腊八蒜推

上保健神坛。对于吃腊八蒜能预防癌症、软化血

管，不少人深信不疑。那么，事实究竟如何？

“目前没有确凿证据显示，腊八蒜具有预防癌

症或者软化血管的功效。”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

流中心科技传播部主任、营养师阮光锋在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腊八蒜中的色素确实具

有抗氧化性，大蒜中也含有一些活性物质，但这都

不能说明腊八蒜具有传闻中提到的功效。

吃大蒜防癌的说法由来已久，但始终没有充

足的科学依据。阮光锋指出，“吃腊八蒜防癌”的

说法同样如此。曾有一些观察性研究表明，大量

食用大蒜或能降低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等胃肠

道恶性肿瘤的发生率。但上述研究的准确性和真

实性，还有待进一步确认。若为这可能的好处而

大量吃腊八蒜，则会因摄入较多醋酸刺激、损伤食

道，反而得不偿失。

吃腊八蒜能软化血管的说法也非常可疑。“进

入食道的腊八蒜，并不会与血管产生任何实质性

接触，更起不到软化血管和降血脂的作用。”阮光

锋解释道，“腊八蒜通过消化道进入人体，醋酸进

入小肠被碱性消化液中和，最终被吸收进血液的

醋酸非常少，而且很快就会被肝脏代谢掉。”

阮光锋建议，不要太迷信腊八蒜的保健功效，

更别指望它能防癌或软化血管，把它当作一种节

日美食，偶尔吃吃就好。

吃腊八蒜能防癌、软化血管？

真相：尚无充足依据证实相关功效

“腊八这天泡蒜才能绿”是一种流行的说法。

那么，大蒜变绿真的挑日子吗？

首先来了解下，为什么大蒜会变绿。资料显

示，大蒜中天然含有一些含硫化合物、氨基酸和有

机酸类物质。这些物质本来是无色的，但在低温

和酸性条件下，大蒜中的吡咯基氨基酸类物质与

丙酮酸反应生成黄色素，与含硫的烯丙基硫代亚

磺酸酯反应生成蓝色素。它们叠加在一起就呈现

出绿色。

不过，其中的蓝色素性质并不稳定，温度略高

就容易分解，见光也能加速它的分解，使其在储藏

过程中逐渐变成黄色。相比而言，黄色素倒是比

较稳定，只要处在酸性环境当中，它既不太怕热，

也不太怕光。所以，约放一个月后，腊八蒜的绿色

就会从比较鲜明的蓝绿色逐渐变成黄绿色，然后

再变成浅黄色。

其实，腊八这天泡蒜只是一个传统习俗。阮

光锋指出，只要有低温环境，醋泡蒜可以在任何时

间段进行，他本人就曾在夏天用冰箱成功腌制出

腊八蒜。

大蒜变绿需要哪些特殊的条件呢？阮光锋

说，首先需要低温环境，低温是打破大蒜休眠、激

活蒜酶、使大蒜变绿的必要条件；其次需要蒜酶，

蒜酶对大蒜变绿起着催化作用；最后需要食醋，醋

能让大蒜的细胞膜变薄，使大蒜能在细胞壁不被

破坏的前提下变绿。

大蒜只有在腊八腌才能变绿？

真相：低温下夏天也能成功泡制

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是寒冬腊月中的一道

美味。各种粗粮、豆类、坚果、水果干等都可入

粥，少则七八种原料，多则一二十种。很多人觉

得，腊八粥的食材越杂、营养越丰富，那么事实果

真如此吗？

“腊八粥食材，并非越杂越好，要看食材质量，

而不能单看数量。”阮光锋表示，“如果食材中有比

较多的粗粮和杂粮，比如黑米、高粱米、红小豆、薏

仁米，那么确实会提升腊八粥的营养价值。如果

往粥里加入各种水果干、糖果等，则会使粥变得很

甜，反而对健康不利。”

“腊八粥里的多种粗粮豆类，其维生素和矿物

质含量比精白米高出几倍到十几倍，而且富含多

种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这些食材几乎都有自

腊八粥食材越杂，营养越丰富？

真相：要看食材质量，不能单看数量

那么，腊八蒜、腊八粥的正确制作方法是什么？

对于腊八蒜的制作方法，阮光锋介绍道，将剥

了皮的蒜瓣儿放到可密封的罐瓶里，倒入醋，密封

好放在低温的环境中，20天后，白色的大蒜就可变

绿，酸辣味的腊八蒜就做好了。

阮光锋表示，腊八蒜是一种佐餐之物，而不是

正餐主食，适量食用是第一原则，切不可信奉功效

谣言而大吃特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日食蒜 2

到 3 瓣。相较于生蒜，腊八蒜对黏膜的刺激性较

弱，但也要控制食用数量。

此外，少数人不宜或应少吃腊八蒜。阮光锋

指出，对醋或蒜过敏者、肠胃功能较弱者或有消化

系统疾病者、患眼疾者不宜食用腊八蒜。正在服

用药物的人慎吃大蒜，有些药物跟大蒜的某些成

分会发生作用、增强药物毒性，如口服抗凝药华法

林和达比加群。

对于腊八粥的制作方法，阮光锋介绍道，加入

各种食材后，用文火慢慢煨煮，最好不要加糖，如

果喜欢有点甜味，可以加点葡萄干、蔓越莓干等果

干，实在想加糖，也要尽量少加。此外，各地区民

众还可根据物产不同，在粥中放上白果、红枣、菱

米、莲子等食材。

范志红提醒，若给消化不良者熬制腊八粥，应

在粥中少放黄豆、黑豆，多加糯米、小米，煮粥前最

好将这些豆类浸泡一下。若给孩子熬制腊八粥，

可在粥中放上适量的碎坚果仁和水果干，增加香

甜味。

“不要只在腊八这天和腊八粥见面，这样好的

一道养生营养美食，可以经常‘走’上我们的餐桌，

为我们的健康多作贡献。”范志红强调。

营养健康的腊八蒜、腊八粥这样做

腌蒜不挑日子腌蒜不挑日子，，粥料无需太多粥料无需太多
别把简单的腊八过复杂别把简单的腊八过复杂

辟谣

心理话

◎新华社记者 林苗苗 鲍晓菁

高强度、高压力、高度紧张、持续过劳的工作状态正成为年轻

人猝死的重要诱因。专家表示，当前心脏疾病呈年轻化趋势，提醒

年轻人应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尽可能避免意外事件发生。

“年轻人心脏疾病发病率逐渐上升，主要与社会环境变化及不

良生活方式相关。”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马根山

分析，首先，过于油腻的饮食习惯易导致高血脂，进而引发心脏疾

病。其次，生活工作压力大易导致体能过度消耗，使心脏和心血管

的负荷过大。此外，熬夜也是猝死主因，如果连续多天熬夜，很容

易打乱正常生物钟，危害健康。

马根山解释，繁忙、高压、紧张的工作，会不断刺激人的交感神

经。如果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交感神经系统长期太过兴奋，会

导致心脏负担过大，心率增快，甚至产生心律失常。长此以往，如

不及时调整，心脏会受到损害。

马根山指出，我国中青年出现心肌梗死的比例逐年增加。

和老年人相比，年轻人发生心肌梗死起病急骤，症状凶险，多数

没有先兆不适，易出现致死性心律失常，早期猝死率高，需引起

人们关注。

“虽然年轻人心脏更强健，但一旦发生心梗更凶险。因为年轻

人的血管比较光滑，一旦突发急性心梗，血管会大面积痉挛，导致

心肌缺血，危害性更大。”马根山说。

马根山表示，心脏疾病的预防，主要在于生活习惯和生活理念

的改变。饮食方面应避免高油高脂，也不可一味吃素食，需注意营

养均衡，可多食用优质蛋白，如牛肉、羊肉、虾肉等；要注意适度运

动，加强锻炼；作息上，切忌“黑白颠倒式”生活方式。

心脏疾病呈年轻化趋势

年轻人需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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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保健作用，无论是对强身健体，还是对控制血

糖、血脂都有意义，只需按体质选择即可。”中国农

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

指出。

“但腊八粥里放杂粮的量，应该有个限度，并

非越多越好。”阮光锋指出，对于消化功能不是特

别好的老人、小孩，一次性吃太多杂粮会增加消化

负担。总体来说，建议公众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

食宝塔（2007）》中推荐的膳食搭配去吃，这样才最

健康。

腊八粥食材，并非越杂越好，要看食材质量，而不能单看

数量。如果食材中有比较多的粗粮和杂粮，比如黑米、高粱

米、红小豆、薏仁米，那么确实会提升腊八粥的营养价值；如果

往粥里加入各种水果干、糖果等，则会使粥变得很甜，反而对

健康不利。

阮光锋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科技传播部主任、营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