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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假后上班为何浑身乏力!

!不知怎么了" 今天来上班整个
人就提不起精神" 哈欠连天" 无精打
采的" 是不是病了# 春节过后" 很多
人觉得疲惫不堪" 甚至还相继出现口
干$ 咽疼$ 心烦$ 疲乏无力% 家住府
城的陈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今年
!"

岁的陈先生春节长假是这
样过的&除夕之夜的通宵电视"初一全
补觉"初二的外出访友"初四初五接待
一拨拨的老朋友老同学来访" 一个年
过下来"黄先生觉得比上班还累%

初七到了 " 一想到又要开始上
班" 想起手上没完没了的案子" 陈先
生就心里一阵阵发怵" 心里莫名其妙
觉得焦虑烦躁 " 甚至对上班有些恐
惧 % 年后的这两天 " 陈先生几乎失
眠" 白天上班颇感精神不振" 并伴有
头痛$ 疲劳$ 瞌睡等各种不适%

面对这种情况" 海南中西医结合
医院名老中医$副主任医师邵爱莲说"

由于春节期间人们熬夜聚会$ 打牌或
者外出旅游"休息相对较少"饮食上高
脂肪$高糖$多煎炸油腻食品"饮料和
烟酒摄入也比较多" 为健康埋下了隐
患% 而上班后" 由于生活节奏骤然紧
张"自然就很容易出现疲劳$无力甚至
咽干$喉痛$头晕等症状%

名医牛招

牛招一

喝杯清茶去火清肺

邵主任说"要想缓解疲劳$无力$

咽干$头晕等症状"可以尝试以下几种
方法&首先"在饮食上少吃肉类等高脂
肪$高蛋白$高糖的食物"要远离火锅$

羊肉等容易上火的食品% 平时不妨吃
些青菜$苹果等清淡的蔬菜和水果"以
利于减轻上火症状%

其次" 如果上火症状比较严重的
话" 可以服用一些诸如黄连上清丸$

三黄片$ 清肺抑火片等清热去火的药
物% 最后" 立春后不妨喝些铁观音$

毛尖之类的清茶 " 也有助于避免上
火" 但不宜喝红茶% 口腔溃疡患者和
咽疼者可以喝些栀子茶" 个别便秘者
不妨将大黄冲水喝 " 以泄胃肠道之
火" 但每天服用量不宜超过

#

克%

牛招二

菜粥滋阴补气

立春后阳气逐渐上升" 饮食上不
妨多喝粥" 以利于恢复胃肠功能" 清
除胃肠的部分垃圾" 有滋阴补气的作
用% 可以将芹菜切成粒" 待米粥煮好
后放入" 具有清热凉血$ 健胃利湿的
功效' 或将山药与粳米同煮" 具有补
脾养胃$ 补肺益肾的功效%

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平时用脑比
较多"不妨喝些首乌粥% 如果胃部不舒
服时"也可以吃大黄苏打片"以起到助
消化$除便秘$抑酸$消胀$通便的作用%

健康春之声

不花钱可治"节日病#的五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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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轻松的工作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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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爱莲

内科副主任医师

毕业于山西中医学院"从事内科
工作三十余年"精通本专业理论"临
床经验丰富"善于指导和组织本专业
的技术工作和教学工作"掌握内科常
见病及多发病的诊断治疗"多次参加
国家级和省级专业学术会议"多次参
加省$市人民医院进修"

"$$$

年至
"$$"

年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进
修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对心理疾病
与身心疾病的治疗有较深的研究"先
后在省级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擅
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糖尿
病$高脂血症及消化内科疾病"运用
针灸$火罐等中医传统技术治疗脑血
管疾病后遗症$颈肩腰腿疼及肥胖的
减肥治疗有较深的研究"得到了众多
患者的充分肯定%

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
海口市蓝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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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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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体育!这两个几

乎代表不同人生观的词语正在不

断的被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体

坛名将成为了瘾君子!随着菲尔普

斯大麻吸食案的曝光!人们又一次

看到了毒品对体育界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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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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