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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
”诱惑大 夜宵吃成“夜食症
夜食症”
”

摆脱“夜食症
夜食症”
”嘴巴抓牢还不够 作息习惯也重要
文/邵天宇

过完嘴瘾后当心肠胃病

警惕“夜食症”

“我每天下班回到家都要 11

一般夜宵都是一些油炸、烧

现在有的老爸老妈也会有吃

点左右了，晚饭早就消化了，肚子

烤、爆炒的食物，配上孜然、辣椒

夜宵的习惯，而且可能吃得很饱，

饿翻了，控制不住想吃东西。”市

等许多重口味的佐料，菜品丰富、

如果不吃夜宵就会难以入睡。这

民李先生是一位从事 IT 行业的公

风味独特，加上一杯冰镇饮料或

就要引起注意了，这很有可能患

司白领。最近几个月，公司项目

啤酒，让人酣畅淋漓。但这些食

上了
“夜食症”
。

比较多，每天都需要加班加点，他

物往往会刺激对肠胃。

男性比女性更爱吃夜宵

夏季，是夜宵店、烧烤店最繁忙的季节。老爸老妈是不是也有同感，持
续高温，只有当夜晚降临，气温降下来时，才有食欲？三五成群外头乘凉、吃
夜宵，喝啤酒，小龙虾、撸串等让我们享尽口福。前阵子电视剧《深夜食堂》
的热播和电影版《深夜食堂 2》的上映，让夜宵又成为一次热门话题。
吃夜宵过了嘴瘾，也消磨了漫漫长夜，可究竟对健康是否有害呢？很多
人都听说过吃夜宵对身体的坏处，可没法抵挡它的诱惑，这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夜宵引起的健康问题并非
“一日之寒”
。

在办公室放了许多零食，但下班

医生提醒，胃黏膜上皮细胞

一种由生活方式不当引起的疾

以后还是觉得饿，所以忍不住“投

的寿命很短，约 2—3 天更新再生

病，多见于喜欢熬夜的人，是由精

奔”夜宵摊。可因为长期夜宵，一

一次。而这一过程，一般是在夜

神压力诱发，荷尔蒙分泌失调引

个月胖了 6 斤。市民张阿姨也告

间胃肠道休息时进行的。如果经

起的。比如，晚上睡眠质量不佳，

诉记者：
“ 天气热了，早上没什么

常在夜间进餐，胃肠道则得不到

经常起夜，且必须吃点东西才可

胃口，只有在很晚的时候才有食

必要的休息，黏膜的修复也就不

以睡着；早上起床没有饥饿感，不

欲，而且吃得停不下来，吃到吃不

可能顺利地进行。睡眠时，食物

想吃早饭。

下为止。
”

长时间停滞在胃中，可促进胃液

若是想摆脱“夜食症”，尽量

据国内《中国城市夜宵消费

的 大 量 分 泌 ，对 胃 黏 膜 造 成 刺

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早睡早

趋势大数据报告》调查显示我国

激。久而久之，易导致胃黏膜糜

起、按时就餐，既不要吃得太多，

城市夜宵消费人群中，六成以上

烂、溃疡，
抵抗力减弱等问题。

也不要落下一顿饭，这样才不至

医生还提醒，长期晚上进食

于饿到一定程度而过量饮食；其

在夜宵品类中，以小龙虾为代表

过量，除了伤害胃肠道，还可能导

次，要通过运动、社交等方式缓解

的小吃成为夜宵的首选，其次是

致糖尿病、动脉硬化、高血压、心

自身压力；如果情况严重，建议及

各类快餐，火锅。

血管疾病。

时就医。

是男性，女性比例仅占 38.78％。

读古籍谈养生

“过午不食”的说法已经流行很多年，很
多人利用这种方法减肥、养生。但近日有媒
体报道，杭州 29 岁的小伙子 5 年过午不食，胃

闭目默念嘶字诀以缓秋刑
■徐飞
去年的高温日只有 14 天，是 15 年来最

专家介绍，
“ 夜食症”其实是

黏膜充血糜烂，长了两个直径大于 2 厘米的
溃疡，还有出血和咖啡色血痂。

过午不食？
消化系统会抗议

收而未能很好地收，到冬天阳气应当藏也

不是养生，是“修行”

长，胆汁、胃酸就会出现逆流，腐蚀胃黏膜，形

不能藏，于是就会出现阳虚腹泻的病症。

过午不食从字面理解是过了正午（中午

成消化性溃疡及胆汁反流等。而且，身体内

内经对秋天的养收之道，说了很多法

11 点到下午 1 点）直到次日黎明都不进食。

部有着自己的调控识别，长时间挨饿，会让身

少的。而今年有闰六月，高温天特别长。

则。但对于我们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

它最早来源于佛教。
“过午不食是佛陀为出家

体对这种行为作出调控反应，加强胃肠对早

虽然 8 月 7 日已是立秋节气，但还是很热，

无非就是要做到两点，能做到的人都算是

比丘制定的戒律，在律部中正确的说法叫‘不

餐和中餐食物的吸收率，降低基础代谢率，使

只是早晚的风，略有一丝丝凉意。现在真

懂得一些养生的人。

非时食’。”佛陀规定过午不食有完整的理论

更多的能量转化为脂肪。

的盼望秋天快点来，可以闻板栗的香气，可

早卧早起。大自然的气的运转来看，

训练体系，其目的是为了便于修行、清欲、养

养生必须饮食有节

以见到湘湖“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

立秋之后，秋气已经转为“收”的节奏，而大

秋日景象了吧。

自然对应到人体，人体之气也转为收的节

后来，过午不食在医学中曾被明末清初

不吃晚饭容易诱发低血糖，尤其对于糖

奏，也就是我们不能像夏天那样“若有爱在

的医学家喻嘉言在《寓意草》中提及，特指血

尿病患者，会导致器官营养供给不够，人体抵

收”呢？在内经《四气调神大论》中说：
“秋

外”，不能那么尽情地宣泄自己的情感了，

证兼痰证饮食最需要注意饮食禁忌的道理，

抗力也会随之下降。但晚餐吃太多对身体也

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

要注意保持一个收的节奏。

过午不食更应该理解为“非时不食”，即按时

极为不利。因为晚上人体新陈代谢速度减

进食，也就是说在该吃的时候吃，不该吃的时

慢，加之运动量减少，很容易造成脂肪堆积形

候不要吃。

成肥胖，从而诱发各种疾病的发生，如肥胖、

那么，已经立秋了，我们应该怎么“养

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

在古代，秋季对应的是肃杀之气，在诗

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

歌里面就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等来形容秋

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飧

天的萧瑟之意。对应这种肃杀气，古代用

泄，奉藏者少。
”

刑主要选择
“秋后问斩”。

生等。

冠心病、糖尿病等等。

不适合现代人生活

每天的 17—19 点是最佳的晚餐进食时

翻译一下：秋季的三个月里，整个自然

这个时候，
我们尽量 9 点左右睡觉，
6点
左右起床锻炼。而大部分人，甚至连小孩

现代人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压力，比古
时僧侣承受得更多，因此必须保证每天能从

间，吃得太早，睡前容易饿，不仅影响睡眠，也

界呈现出一派丰收而平定的景象。秋风渐
来，天高气爽，暑湿之气一扫而光。在这个

子，
都是晚上不到 11 点半不睡觉，
这样的孩

食物中摄取足够的能量。而且不同人群、不

也要与睡觉相隔 4 个小时。这样不仅可以给

季节里，人们应该早睡早起，起床时间要比

子，
以后普遍是元气不足，
后续动能不足。

同年龄本身就存在客观的个体差异，经常坐

肠胃消化吸收营养留有充足的时间，而且还

办公室的跟经常做体力劳动的人需要的能量

可以做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让摄入的热量

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

可以进行代谢。

会影响胃部健康。但也不能吃得太晚，最迟

春季稍微迟点，答题以鸡活动的时间一直

安定平静。秋天的燥气容易伤害人体

为适宜。精神情绪要保持安定平静，借以

的肺气，容易引发咳嗽、气喘等疾病。那么

缓解秋凉之气对身体的束缚。但怎样才能

安定平静，其实并不是自己刻意追求就能

做到安定平静呢？这就要收敛自己的思

得到的，而是人修身到一定境界，自然而然

不可盲目照搬。医生表示，人体内具有生物

有节”，一方面饮食要有份量节制，即“先饥而

绪，控制自己的心情，不急不躁，平静自然，

的一种状态。

钟，到了吃饭的固定时间，胃就会开始加速蠕

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太过”；另一方

过午不食作为养生方式应该因人而异，

医生提醒，正常的养生之道应该是“饮食

使秋季肃杀之气不伤害身体，使肺气保持

可以每天选一个时间，盘腿而坐，闭

动，同时胆汁分泌旺盛。午餐后不再进食，让

面饮食要有时间观念，
“ 不饥强食则脾劳，不

通利调畅。这就是与秋季相适应的，可以

目，吸气后，嘴巴呼气发“嘶”的口型，但

渴强饮则胃胀”，既不能“过午不食”，也不能

保养人体“收”气的方法与原则。如果违背
这个法则，肺气就会受到伤害，到了冬季还

不要让耳朵听到声音。每次可以做 24 次
或 36 次 。 做 完 后 ，闭 目 静 静 地 待 几 分

身体长期处于空腹状态，没有食物可消化，胆
汁、胃酸就会出现空运转。空运转的时间一

会发生完谷不化的腹泻病。因为秋季的

钟。这个嘶字诀，可以让肺金润泽，保养

“收”，是冬季“藏”的基础，若秋天阳气应当

肺部和大肠。

全城寻找 100 名皮肤顽疾顾客

苗一手是对新老几代苗医的尊称，之所以用
“苗一手”命名，是因为他们对苗药康复皮肤有着独
到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并且口传身受掌握了一套
独特的技法，代代传承下来治癣有一手，就被人们
亲切的尊称为“苗一手”。老铺创始人世代致力于
皮肤难题的研究，因此苗医用苗药康复皮肤历史悠

（邵天宇 整理）

健康参考
常居空调房更要进补

上的重量。同时，
后颈部肌肉为对抗压力会

高温天总在空调房内，
更需进补。建议

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极易出现劳损、
疼痛、
僵

泡姜糖水，
有助于驱逐体内风寒。阳虚、
气虚

硬等不适，
长此以往还可能会使颈椎因受力

久，而苗一手清肤老铺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
赞誉。
【苗一手清肤老铺】敢于让您体验，这不仅体现
了我们对产品的自信更是为顾客缓解了后顾之忧，
不花钱让你亲自体验苗法换肤的效果；也是为了赢
得口碑宣传，让你把亲身体验的效果对身边的亲朋
好友实话实说；正所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
管用的才是好用的。让你治好皮肤不花冤枉钱这
也是我们苗一手清肤老铺的责任义务。

者可一周吃一次温补的羊肉。还可以多吃些

不平衡而导致颈椎椎间关节失稳、
错位，
从而

粥，
因为粳米、
小米等谷物都能养气。此外，

引发颈椎病。

近日，
欧洲脊柱协会发出警示：
正常成人

菊花茶。原来因为菊花茶中的微量脂肪有可

体验地址：萧山区西门药店三楼 (市心
南路 88 号新华书店旁）
预约电话：87773721

头部重约 10 斤，当前倾看手机等电子设备

能让人体发寒，使免疫力下降，如平时喝太

时，
由于杠杆作用，
颈部肌肉要承受 50 斤以

多，
会让体质越来越虚寒。 （邵天宇 整理）

（到店试用，好不好用了就知道！
）

【苗一手清肤老铺】是专业解决各类皮
肤问题的行家。发展至今，已经在全国各大
城市开设数千家实体店铺，一直以来苗一手
清肤老铺都严格遵循苗医祖训，为造福更多
皮肤问题顾客，特在全城寻找 100 名皮肤顽
疾顾客报名到店体验，试用产品，效果好不
好试了就知道。

“时时都食”
。

山药、
莲子、
黄豆、
胡萝卜、
香菇、
鸡肉、
牛肉等
食物也有补气、
健脾胃的功效，
可适当补充。

当心菊花茶的副作用
世卫组织发布的
“食物微量脂肪排行榜”

低头看手机 脖子负重50斤

中，
绿茶、
红茶、
乌龙茶尽被归入其中，
但缺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