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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流感高发，有些人很容易被病
毒“攻击”。身体能否抵御疾病的侵袭，
取决于免疫系统的强壮程度。《生命时
报》综合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邀请
权威专家给出了简单提高免疫力的9
个办法，帮你把疾病挡在门外。

受访专家：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
与食品安全分会副会长 周春凌

1 充足睡眠

研究表明，长期通宵熬夜会严重破
坏人体免疫系统，从而更容易感染病
毒。

熬夜会消耗机体肌肉组织，现代人
群熬夜多为久坐工作，又会导致脂肪堆
积，这种体内营养成分的改变，在短期
内不易被发现，长此以往会降低人体免
疫力。

专家介绍，在传染病高发或季节交
替时，易出现因工作压力大、睡眠不足
而导致的荨麻疹、带状疱疹等与免疫力
下降相关的疾病。

充足的睡眠要保证醒来时体力恢
复、精力充沛，一般成人每天睡眠时间
在7～8小时，老人也不能低于6小时。

2 酸奶早餐

美国健康协会的一项研究发现，酸
奶可以使“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
LDL）水平降低，并将尿路感染的风险
降低47%。 某些酸奶中所含的益生
菌，更可以大幅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病
能力。

酸奶的热量约为等量牛奶的1.5倍，
且酸奶ph值低，因此酸奶白天喝比晚上
喝更能补充能量，同时便于消化吸收。

3 多吃大蒜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疗中心研究发

现，常吃大蒜不仅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还能帮助防止心脏类疾病。

作为葱属植物，大蒜含有杀菌和抗
病毒化合物，利于人体提高免疫力，全
力对抗“入侵者”。大蒜中的大蒜素能
抑制人体内炎症反应，减少自由基对人
体细胞的损伤。

但大蒜素遇热易挥发，建议将其捣
碎后放置10～15分钟再吃，让蒜氨酸
和蒜酶等物质互相作用，提高营养价
值。 大蒜素对肠胃有一定刺激作用，
肠胃疾病患者要少吃。

4 蔬菜鸡汤

民间一直有喝鸡汤治感冒的说
法。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医学中心
一项研究显示，蔬菜搭配鸡汤具有一定
的抗炎效果，有部分消除因感冒引起的
炎症的食疗作用。

早先研究也证实，鸡汤能缓解诸如
咽喉充血疼痛等症状。

搭配鸡汤的蔬菜包括：洋葱、红薯、
萝卜、胡萝卜、芹菜、香菜等。

专家补充，感冒容易影响人的食
欲，此时蔬菜鸡汤、鸡蛋羹、面片汤等流
食半流食均能补充能量，提高营养，帮
助免疫力恢复。

5 常饮蜂蜜水、姜水、柠檬水

研究表明，蜂蜜中的抗氧化剂是提
高免疫力的助推器；生姜是天然的镇痛
剂和解毒剂，有一定对抗感染，消灭流
感病毒的作用；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
素C，有抗氧化性。

富含抗氧化剂和维生素C的食物，
能够保护身体免受自由基的侵蚀和有
害分子的损害，促进免疫系统健康。

此外，温热水能让毛孔打开、发汗，
维生素C也能缓解发烧时的肌肉酸痛

症状，因而感冒后，多喝蜂蜜水、柠檬水
等也有助于感冒症状的缓解。

6 享受下午茶时光

下午3、4点后，人体精力开始衰
退，此时，喝杯下午茶或咖啡、吃些
点心不仅能补充热量，提高工作和
学习效率，还能缓解连续工作后的
疲劳，通过自我调节，保持自身免疫
系统健康。

此外，老人消化吸收功能差，易有
饱腹感，增加下午茶，少吃多餐还能满
足体内营养所需。

多项研究均表明，茶叶中的化学物
质烷基胺能够加强免疫系统抵御感染
的能力。 如茉莉花茶富含抗氧化剂，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薄荷茶提神醒脑，
改善消化不良等。下午茶还可以搭配
坚果、水果等小零食。

7 每周坚持锻炼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一项报告显
示，运动能够帮助“冲洗”肺部细菌，还
能使白细胞流通更迅速，提高免疫系统
检测疾病能力。

日常活动和体育锻炼都能够增加
人体肌肉量，维持营养状况。

现代人工作压力大，但在身体基础
状况正常的情况下保证每周五天，每次
30分钟～60分钟的运动量即可。

步行6000步以上、骑车、打羽毛
球、游泳、瑜伽等都是增加每日运动量
的不错选择。

老人运动能力和身体耐受性差，爬
山、自行车等容易伤害骨关节，造成膝
盖损伤。

因此，不妨多增加抗阻运动，提高
体内肌肉组织含量，如椭圆机、拉力器、
弹力绳等对抗自身重力的运动。

8 多晒太阳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的一项研究
发现，常晒太阳有助于降低流感病毒及
其他常见呼吸道疾病的危害。

研究者认为，保持体内高水平维生
素D，就可以更好地预防嗓子痛、普通
感冒和鼻塞等问题。与更少晒太阳的
人相比，生活在阳光充足地区的人更少
感染流感病毒。

充足的维生素D还能帮助新陈代
谢，减少肥胖风险，而晒太阳是最经济
有效地补充方法，已有的调查显示，国
人晒太阳的时间远远不够，孕妇、老人
易缺乏维生素D和钙。

一般来说上午十点、下午四点阳光
中紫外线偏低，既能促进新陈代谢，又
可避免伤害皮肤。每次晒的时间不超
过半小时，晒完后可以搓热双手，按摩
脸部，有清心安神、舒缓疲劳的效果。

9 保持微笑

积极乐观的心态不仅能降低人体
压力水平，还能促进睡眠。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发现，笑
能增加血液和唾液中的抗体及免疫细
胞数量，还能让副交感神经兴奋，降低
肾上腺素水平，缓解疲劳，是提高免疫
力的良药。

愉悦心情能降低应激激素水平，增
加或激活某些免疫细胞，从而提高免疫
力。过多负面情绪，不仅可能导致抑郁
等心理疾病，还会减少进食，影响身体
营养状况。

生活中，要多些积极向上的思想，
通过运动、读书、与朋友聊天等方式转
移注意力，减轻压力。

当觉得自身压力无法排解，影响正
常生活时，要及时就医。

“闪腰”是人们经常遇到的问题，
医学上称为腰扭伤，是日常生活中经
常出现的一种急性腰痛，多发生于老
年人、高强度的劳动者、久坐的办公
族等。

“闪腰”是身体的一种警报，提
醒大家该注意腰椎的健康了。“闪
腰”最常见于腰椎自身有慢性劳损
的病人，突然某种姿势诱发了腰椎
的疼痛并伴有活动受限。该病的本
质是腰椎的退变，包括椎间盘、韧
带、小关节、滑膜和肌肉的问题，外
因只是诱发而已。

不同年龄阶段，“闪腰”的本质可
能不同，年轻人要考虑解剖结构是否
有异常，中年人要考虑椎间盘的问

题，老年人要排除腰椎的骨折。当出
现“闪腰”的情况，应该及时到医院就
诊，寻找发病的根本原因，有针对性
地治疗和预防。

一旦“闪了腰”，首先应该做的是
腰椎制动，佩戴具有支撑作用的医用
护腰。其次，及时就医，由医生判断
需要何种治疗方式。“闪腰”后，疼痛
较轻微的情况下，可以先采取卧硬板
床休息来缓解疼痛，膏药不过敏的人
群，可以通过贴膏药来治疗。但是，
仍需通过专业医生的帮助判断“闪
腰”的根本原因，指导治疗和预防再
次发作。中医推拿科在该病的治疗
上有较大的优势，建议患者到推拿科
就诊治疗。

高血压不仅仅是血压升高，其
症状也不只是头疼、头晕。高血压
最大的危害是导致心、脑、肾等关键
器官以及全身血管的损害。一旦发
现下述 4类症状或体征，可能意味
着一些脏器已出现了问题，应及时
就医并诊治。

1. 心慌、胸痛、下肢水肿：若出现
心慌，应该注意是不是发生了心动过
速、房颤、早搏等情况；胸痛提示冠心
病、心绞痛，甚至主动脉夹层；下肢水
肿应注意有没有心衰，一些药物的副
作用也可以表现为脚脖子肿胀。

2. 头晕、眩晕、视物模糊、上下肢
运动障碍或麻木：出现这些症状，应
警惕是否发生了脑血管疾病或眼底
动脉疾病，这些都是高血压常见的并
发症。

3. 眼皮肿、夜尿增多、血尿或泡
沫尿：提示可能发生了肾脏病变。常
年控制不好的高血压容易损伤肾脏。

4. 两侧上臂血压相差很多或走
路时间长了脚痛：前者通常意味着上
肢动脉狭窄；走路久了脚痛，休息一
会儿就减轻，很有可能是下肢动脉发
生狭窄的后果。

高血压警惕
四类症状

消化不良、便秘、腹泻……当肠胃出现
这些不适，症状严重时，需要服药治疗；如果
不是很严重，通过饮食就可以调理。下面几
种食物堪称“肠道守护神”，有上述困扰的人
不妨一试。

富含有机酸的食物。醋、酸味水果（含
苹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有助于食物消化，
因为它们可以起到类似胃酸的作用，特别适
合胃酸分泌偏少的人食用。酸奶含有乳酸，
也可以助消化。

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众所周知，粗
粮、蔬菜、豆类、坚果等能提供较多膳食纤
维，促进排便，缓解便秘，有助肠道健康。一
般来说，膳食纤维含量越多，通便效果越好。

富含益生菌的食物。益生菌不仅维护
肠道健康，调节便秘或腹泻，还间接促进整
体健康（比如缓解过敏、提升免疫力等）。富
含益生菌或起到类似作用的食物并不多，常
见的有酸奶或某些发酵食品。

富含低聚糖（益生元）的食物。通俗讲，
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可促进肠道内益生
菌增殖，包括低聚果糖、低聚木糖等。洋葱、
豆类、大蒜等食物富含益生元，能够给肠道
益生菌补充养分。需要说明的是，目前益生
元制剂多为保健品，只能辅助调节肠道菌
群，并不能治疗疾病。

富含乳糖、果糖的食物。牛奶含有乳
糖，有一部分人因为遗传的缘故不能很好
地消化吸收乳糖，所以喝奶后容易出现腹
胀、腹泻等问题（医学上称之为“乳糖不耐
受”）。此类人利用这一点可缓解便秘，副
作用是腹胀。芒果、樱桃、荔枝、苹果、西瓜
等水果含有一定量的果糖，少数人因为遗
传原因吸收果糖的能力很差，吃富含果糖
的水果会腹泻。蜂蜜含有大量果糖，不少
人用来“润肠通便”，不过只对果糖吸收不
良者有效。

绿植的存在让人赏心悦目，有
花园的可以布置花园，没花园的可
以布置阳台，不过室内摆什么植物
最合适？

科学家们认为，绿植的存在可不
仅是为了好看，它们还能让我们减少
压力、焦虑，而且有助于清除空气中
的污染物。在他们看来，床头柜上摆
上一些绿植能够促进我们的睡眠和
健康。英国《每日邮报》选出了美国
宇航局（NASA）科学家们推荐的最适
合摆在室内的十大盆栽植物。

1.常春藤：清除霉菌。常春藤可
以绕着许多房屋随意生长，四季常
青，在我国南方各地也常做绿化使
用。实际上，这种外表“随性”的植物
正是卧室绿植的完美选择。

美国过敏、哮喘及免疫学学院的
研究人员发现，常春藤有着清除霉菌
的功效，短短12小时内，就能清除空
气中78%的霉菌。

2.垂叶榕：去除地毯污染物。垂
叶榕是一种耐热、耐寒、耐湿的常绿
乔木，对光线的要求也不是很严格。
垂叶榕也是室内植物最好的选择之
一，它可以有效去除地毯和家具中的
污染物，例如甲醛、苯和三氯乙烯等。

3.散尾葵：空气加湿器。散尾葵
属于小型棕榈植物，原产于马达加斯
加，现在我国南方也有种植。散尾葵
在“清除”污染物的效率方面要胜于
其他绿植，它能有效去除空气中的苯
（洗涤剂和塑料中）、甲醛（家具的清
漆和地板漆中）等挥发性有害物。

研究人员称，对于容易患感冒
和鼻窦炎的人来说，散尾葵是不错
的选择。因为它能够释放空气中的
水分，如果卧室内放一棵散尾葵，室
内的湿度可以保持在40%至60% ，
堪比一台空气加湿器。这可以让人
们的呼吸变得更顺畅，从而有助于
更快地入睡。

4.万年青：清热解毒。作为室内
绿植，万年青算是简单大方的“基本
款”了，出现的地方也具有包容性：无
论是低光照的角落还是其他植物都

不愿意久待的阴暗房间，它都能快乐
健康地生长。最赞的一点是，万年青
具有药用价值，全株有清热解毒、散
瘀止痛的效果。

5.矮枣椰：去二甲苯。这种植物
耐寒、耐旱、寿命长。它在去除室内
空气中的污染物方面很有“才华”，尤
其是二甲苯（存在于油漆稀释剂、清
洁剂等）。

6.吊兰：去有毒物质。吊兰适应
性强，生长速度非常快，且具有净化
空气的作用。只需摆放两天，就能去
除卧室空气中90%的有毒物质。对
于有灰尘过敏的人来说尤其推荐。

7.白掌：可吸收霉菌孢子。白掌
又叫白鹤芋，叶片很大而且宽阔。它
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花朵十分素雅，
生命力强。这种美丽的植物可以净
化空气，有了它，空气质量能够提升
60%。白掌还能通过叶子吸收霉菌
孢子，并通过其根部循环利用将孢子
作为食物食用。

8.棕竹：净化氮甲苯。棕竹主要
分布于东南亚，我国南部至西南部
也有分布。它也是净化空气中的甲
醛、氮、二甲苯和甲苯的最有效的植
物之一。

9.芦荟：能夜间制氧。喜欢美容
的人对芦荟都不会陌生，除了食用、
药用、美容外，芦荟也会好好履行其

“本职”——作为一盆观赏植物，芦荟
可以完美地融入家中的任何角落，展
示其特有的美感。此外，芦荟还被
NASA选为最优秀的空气净化植物
之一，其能在夜间不断释放氧气，使
其成为理想的卧室“摆件”。它还能
有效地抗苯和甲醛，保持空气环境的
纯净。

10.波士顿蕨：去除甲醛。波士顿
蕨是多年生常绿蕨类草本植物，原产
热带及亚热带，我国台湾也有分布。
波士顿蕨株型美观、叶片色泽明亮，
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就一直出现在
西方各种室内造景中。在NASA的
50个空气净化植物的名单中，波士顿
蕨排名第九，尤其擅长去除甲醛。

抗菌纺织品的用途主要是
医用、家用及产业用。应用于医
学领域，可减少细菌滋生，如手
术缝合线、口罩、手套等；家居纺
织品容易滋生螨虫和细菌等，抗
菌纺织品具有良好前景；过滤
布、汽车内饰等产业用纺织品中
也开始使用抗菌技术，如在汽车
中使用抗菌座椅及内饰，可减少
细菌滋生。

欧美、日本及我国等评价纺
织品是否抗菌，会选择革兰氏阴
性菌（如大肠杆菌）和革兰氏阳
性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简称
金葡菌）。它们具有代表性，也
是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

在抗菌纤维的分类上，可以
分为天然和人工两大类。天然
抗菌纤维常见的有四种：

1.木棉纤维。它有两端封
闭的大中空结构，不利于厌氧
菌的生存。其外壁含有一种天
然的、苦味的物质，磨损过程中
会脱落，使抗菌效果减弱。试
验表明，木棉纤维对大肠杆菌
具有明显的抑菌作用，且驱螨
效果明显，达到87.54%，但对金
葡菌则无明显作用。这类纤维
广泛用于毛巾、内衣、毛衣、床
单。需注意，木棉混纺织物不
具有抗菌作用。

2.壳聚糖纤维。这是甲壳
素经浓碱处理后制成的纤维，对
蛋白质具有很好的亲和性、无毒
性，对各种细菌、真菌有较好的
抗菌效果，常用于医用敷料，例
如止血棉、纱布等。

3.麻纤维。具有抗菌作用
的麻纤维包括大麻、亚麻和罗布
麻。大麻纤维含有大麻酚类物
质，具有抗菌性；且大麻是中空
纤维，富含氧气，使得厌氧菌较
难生存，类似于木棉。亚麻纤维
有显著的抑菌作用，对绿脓杆
菌、白色念珠菌等的抑菌率可达
65%以上，对大肠杆菌和金葡菌
的抑菌率超过90%。罗布麻纤
维则对金葡菌、白色念珠菌等抑
菌率在40%~60%，具有较好的
抗菌性。麻纤维应用较为广泛，
如服装、床上用品、窗帘、沙发
布、各种垫子等。

4.竹原纤维。这是从自然
生长的竹子中提取出的纤维，具
有持久高效的天然抑菌杀菌作
用，凉席、床单等轻薄类产品可
以选用。

人工抗菌纤维是将抗菌剂
加入到纤维内部或表面，在释
放过程中起到杀菌的作用。主
要分为三类：①纳米银抗菌纤
维。其抗菌性是依靠不断释放

纳米银颗粒。使用添加法的织
物耐洗涤、抗菌效力持久；后加
工法制得的不耐洗，抗菌性随
着洗涤次数和使用时间增多逐
渐减弱。它能应用于日常生活
用品，包括制服、便装、衬衫、内
衣、睡衣、床上用品和手帕等；
适用于有神经性皮炎患者的床
上用品、衬衫、袜子、内衣等；
在医疗卫生用品上，如纳米银
抗菌口罩、湿巾、卫生巾、卫生
护垫、婴儿尿布、成人失禁用
品、医用床单、医用敷料、创口
贴、烧烫伤贴等品种；此外还有
汽车车厢过滤介质，服装衬布、
抗菌肩垫、胸罩、抗菌鞋垫、鞋
材、毯子等。

②有机抗菌剂抗菌纤维。
这是将微量的有机抗菌剂在不
改变纤维基本性能的前提下加
入，从而得到的抗菌纤维。它以
季铵盐类、有机金属类等为代表
物，具有杀菌快而强、价格便宜
等优点。这种纤维常用于医院
用纺织品，如衣服、床单、罩布、
窗帘、连裤袜、短袜和绷带等。

③新型开纱纤维。这种纤
维不会掉毛，且比传统棉纤维具
有更好的吸水性和柔软性，抗菌
能力也非常优异，被率先应用于
浴巾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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