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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小雪。这个节气中天气
时常是阴冷晦暗的，
此时人们的心
情也会受其影响，
特别容易引发抑
郁症。

昼夜节律是指生命活动以 24 小
时左右为周期的变动。除了调节疲
劳和清醒程度，
这种内部的生物钟协
调着发生在身体里的数百种细胞活
动，
如皮质醇的释放和体温（或血压）
的起伏波动。

昼夜节律
暗中操纵着身体的健康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医学中心神经科学系的
教授和系主任兰迪·纳尔逊博士说：
“如果你认为身体里的
所有分子、
细胞和生理过程像管弦乐队那样运转时，
那么生
物钟就相当于是首席指挥家，它能确保睡眠、激素分泌、代
谢、
体温和免疫系统按部就班地工作。
”
美国有关媒体近日盘点了关于昼夜节律 10 个方面的
知识。
一、
相差一个小时就会让你感觉不爽
美国西北纪念医院睡眠障碍中心的主任菲利斯·泽兰
博士认为：大多数人的身体在一天内只能调整 1 个小时的
昼夜节律变动。然而，有时候，这 1 个小时对于某些人来说
也是过多而难以处理。研究发现：在从周末到工作日跳跃
的周一这一天里，人们心脏病发作和出现交通事故的可能
性都会增高。
二、
时差扰乱生理功能不足为奇
如果仅仅是 60 分钟的昼夜节律差异就让你感觉不爽，
你就可以想象跨越时区的几个小时旅行对身体的生理层面
和精神层面影响有多大了。当身体快活地按照自己的生物
钟运行时，
突然间不得不快速按照一个新的生物钟来运转，
就会发生时差反应。
三、
每个人的昼夜节律都不一样
大部分人会在相似的时间框架内过日子：
早上醒来，
晚
上睡觉。这就解释了倒班工作为什么令人烦恼，因为它违
背了身体的自然节奏。然而，
人群中也会有一些变异，
有些
人是早起的云雀，有些人是喜欢熬夜和睡过头的猫头鹰。
青少年习惯于晚睡晚起，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会逐渐
转向早起早睡的生活模式。
四、
女人更有可能是云雀型的昼夜节律
美国布莱根妇女医院的研究者在 2013 年发现：女人的
生物钟要比男人快 6 分钟，这就意味着她们醒来的比男人
早，
优质睡眠时间也不够充足。
五、
光线能造成很大的差异
明亮的光线，无论是自然的阳光还是智能手机发射的
蓝光，会引发一连串的反应。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大学的神
经学教授和光研究项目的主任乔治·布雷纳德认为：
大脑在
中枢层面上控制着昼夜节律。一旦光线进入眼睛，就会刺
激视网膜，向下丘脑发出信号。下丘脑中的两个小核是人
体内部生物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整个神经系统和人
体中发送有关光线、昏暗和生物时间的信息。这一过程能
让人们在白天保持警觉清醒和夜间入睡。眼睛中的受体对
短波长的光线（既包括阳光，
也包括电子设备发射出来的蓝
光）最为敏感，因此入睡前看电子设备会扰乱睡眠、情绪和
代谢。
六、
平衡昼夜节律，
尝试回归古人接触光线的方式
它是确保你在就寝和睡眠过程中保持最大程度的黑
暗，
而在白天接触到大量的自然、
明亮的光照。为达到这个
目标，你需要把卧室的光线调暗，每天中午外出散步 20~30
分钟，
这样就有助于昼夜节律步入正轨。
七、
锻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昼夜节律
锻炼也有最优时间段。研究者发现下午锻炼的小鼠其
生物钟更为稳健。运动生理学家建议人们不要在就寝前锻
炼，
因为体力活动会增加心率和皮质醇的反应，
使人难以入
睡。如果你不习惯于在白天锻炼，也应当在入睡前 3 个小
时锻炼。
八、
你可能有轻微的季节性情感障碍
当白天开始变短时，
就会出现季节性情感障碍，
科学家
认为光照时间的减少是其原因。光照能增加大脑中的血清
素含量，这种化学物质能改善情绪。有 20%~25%的人会体
验到亚临床的季节性情感障碍，这就意味着他们更容易感
到劳累、不那么高兴、体重适度增加，希望多睡 1~2 个小
时。光疗法和上午到户外散步是治疗季节性情感障碍的有
效方法。
九、
下午时段的精神萎靡与昼夜节律有关
每天下午 2~4 点之间，大多数人会进入精力低潮期。
这是因为昼夜节律在起床后 8 个小时会进入低谷状态，这
就造成了嗜睡和工作效率下降，因为身体要准备休息了。
一些专家倡导人们打盹半个小时来振奋精神。
十、
遵循昼夜节律能提高免疫力
2016 年对 276 名参与者开展的研究发现：上午注射流
感疫苗更为有效，
9~11 点接种的人其体内生成了更多的抗
体，
这是因为昼夜节律让免疫反应在上午最强，
它是进化选
择的结果。
文/吴楠

小雪时节 养形重要，
养神更重要

北方地区开始出现初雪，虽雪量有限，但还是提示我们
到了御寒保暖的季节。在小雪节气中，天气时常是阴冷晦
暗，此时人们的心情也会受其影响，特别容易引发抑郁症。
因此，
如果说冬季养形重要，
那么养神更重要。

常晒太阳顺七情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季节变化对抑郁症患者有直接影
响，因为与抑郁症相关的神经递质中，脑内 5-羟色胺系统与
季节变化密切相关。春夏季，5-羟色胺系统功能最强，秋冬
季节最弱，当日照时间减少，引起了抑郁症患者脑内 5-羟色
胺的缺少，随之出现失眠、烦躁、悲观、厌世等一系列症状。
而在中医理论中，抑郁症多由内因七情过激所致，七情包括
了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的变化。管子：
“凡人之
生也，必以其欢，忧则失纪，怒则失端，忧悲喜怒，道乃无处。”
清代医学家吴尚也说：
“七情之病，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
于服药者也。
”
我国传统医学十分重视阳光对人体健康的作用，认为常
晒太阳能助发人体的阳气，特别是在冬季，由于大自然处于
“阴盛阳衰”状态，而人应乎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在日常起居
上，经常外出晒太阳，更能起到壮人阳气、温通经脉的作用。
走出逼仄阴暗的房间，拥抱大自然，来一场“日光浴”，可以抒
发心中的郁气，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饮食调养理气郁
孙思邈云：
“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结，不足
以生存也。”合理的饮食，可以使人身体强健、益寿延年。但
大家不知道的是，饮食调养对于情志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
视。医学养生大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食治篇》中说“食能
祛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气血”、
“不知食宜者不足以
存生也”
。
小雪时节阴晦的天气常使人心生郁闷，此时气郁在胸，
食补可选用具有理气解郁、调理脾胃功能的食物，杂粮类的
如大麦、荞麦、高粱，蔬菜可以多吃刀豆、蘑菇、萝卜、洋葱、
丝瓜等，水果适合吃柑橘，其中蔬菜中的萝卜是较为理想的
顺气药。此外，小雪时节，要常食菠菜、猕猴桃、橘子、黄豆
和深绿色的蔬菜，因为这些食物中都含有叶酸，可以帮助抵
抗抑郁。而当你情绪低落时，一杯温热的牛奶对你比较有
帮助，因为热牛奶有镇静、缓和情绪的作用，尤其对经期女
性特别有效，可以帮她们减少紧张、暴躁和焦虑的情绪。有
些水果也能振奋情绪，使人快乐起来，如香蕉和葡萄柚。嫩
黄色的香蕉不仅美味，而且含有一种称为生物碱的物质。
生物碱可以振奋精神和提高信心，而且香蕉是色胺酸和维
生素的超级来源，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制造血清
素。口感好、水分足的葡萄柚带有淡淡的苦味和独特的香
味，无论是吃起来还是闻起来都非常新奇，可以振奋精神。
而最重要的是葡萄柚里高量的维生素不仅可以增强身体的
抵抗力，而且也是为我们的身体制造多巴胺、肾上腺素这些
愉悦因子的重要成分。
神气十足畅情致
中医认为人的宗气振奋，营卫畅通，元气充沛，就能够神
气十足地健康生活。运动恰是一个不错的养生途径。传统
的运动养生方法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有形式各异的民间健
身方法，如踢毽球、荡秋千、跳绳等，也有自成套路的系统健
身法。运用传统的体育运动方式进行锻炼，可以活动筋骨，
调节气息，静心宁神，畅达经络，疏通气血。气血通畅，方能
情志畅达，
不为外物所烦扰。
专心致志以忘我
中医学养生的内容主要包括养形和养神两个方面。养
神，指通过调节精神、情志、心理和怡情养性等多种手段，培
养良好的道德修养，高尚的志向情操，超凡脱俗、乐观豁达的
处事态度，节制私欲调和喜怒的自我调节能力等。保持神气
清静，可使形体强健，精神充沛，身体和精神得以协调发展。
冬季养形重要，养神更重要。心主神明，养神中以保持良好
的、稳定的心态最为关键。人体有很大的抗病和自我修复能
力，但时刻为精神因素所左右。明代万全提倡养生的核心思
想是“人之性常静”、
“心常清净则神安，神安则精神皆安，以
此养生则寿”。心理状态与养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癌
症、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抑郁症等都有可能因心理因素
而诱发。平日可根据个人喜好和条件，培养一种或几种情趣
或爱好，如养花垂钓、琴棋书画、吟诗作赋等均可使人进入一
种专心致志的忘我境界，使需要宣泄的情绪得到较好调节，
从而达到
“五脏元真通畅，
人即安和”
的效果。
文/余应伟（北京正安中医）

一招鲜

在日前举办的
“2016 中美脊柱内镜临床技
术沙龙”中，解放军总医院张西峰教授与宣武
医院朱宏伟教授联手演示手术，
为 34 岁的段女
士进行了双脉冲钬激光脊柱内镜手术。随着
病变的椎间盘组织“气化”、切除、取出，受压水
肿的神经根充分减压。一个小时的手术后，段
女士痛感全部消失，
8 毫米的伤口贴上创可贴，
她就和得病前一样随意行动了。百余名全国
医生，通过视频观看了这台在西典门诊实施的
手术全过程。来自美国的世界脊柱内镜大师
托尼·杨在现场与国内专家交流了脊柱内镜临
床技术治疗经验。

8 毫米切口
一小时手术
椎间盘突出术后立即回家
段 女 士 腰 部 和 左 腿 疼 痛 5 年 了 ，做 理 疗 总 不 见 好
转，10 天前只因搬动了很轻的物品，痛感就突然加重，
连几步路也不能走了。当地医院说她的腰椎和骶椎都
出了问题，建议尽快手术。11 月 17 日，段女士被家人
用担架抬着从内蒙古兴安盟乘火车来到北京西典门诊
求医。磁共振和医生查体显示：她的腰椎与骶椎之间的
椎间盘呈巨大突出，医生建议她做脊柱内镜日间手术。
脊柱内镜技术是目前治疗椎间盘疾病最先进的微创
手术技术。据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朱宏伟教授介绍，
双
脉冲钬激光是近年来医学内镜治疗中采用的一种先进技
术，
对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颈椎间盘突出、
腰椎管狭窄等疾
病的作用尤其显著，成为脊柱内镜进入病灶“作业面”的
“开路先锋”，使得医生的操作更游刃有余，对安全切除增
生增厚的病变组织起到了保证作用。其优点首先是切口
小，只有 8 毫米，术后不需缝合，只需贴一张创可贴，术后
患者可下地行走，观察两小时即可回家；其次是采用局部
麻醉，患者在术中保持清醒，可与医生交谈，诉说感受，医
生则可随时了解患者对手术的反应，
这使患多种疾病原本
无法接受手术的患者尤其是中老年人也能安全地接受手
术。朱宏伟教授 2016 年的患者最大年龄是 96 岁的北京
离休老干部，
最小患者是 13 岁来自山西的中学生。
据朱宏伟教授介绍，
手术入路方式决定着对患者的损
伤程度，传统的手术入路需要切断患者的部分肌肉，切除
部分骨组织，而这些都是脊柱重要的支撑结构，破坏后会
影响脊柱的功能和稳定性。双脉冲钬激光脊柱内镜技术
克服了以往的缺陷，
而避免手术并发症正是医生最重要的
目标之一，
这也是广大患者受益于技术创新的福音。
资料显示，我国腰椎病患者已突破 2 亿人，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占全国总人数的 15.2%，多年来一直呈上
升趋势，而且逐年以惊人的速度由中老年向青壮年扩
展。治疗该病的第一阶段是理疗，不行就采取药物治
疗，再不行注射治疗，最后是内镜手术治疗。为了预防
并延缓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朱宏伟教授提醒大家
在生活中首先保证正确的坐立走，避免错误姿势，
“动
作很酷伤腰椎”；第二超过五公斤的东西要下蹲搬；第
三体育活动之前一定要热身；第四勤练蛙泳小燕飞，增
加腰背肌力量；最后，需要久坐的人最好选择有护腰腰
撑的椅子，避免趴着午睡。
文/风景如画

协和骨质疏松讲座之营养补充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逐渐升高。
骨折是骨质疏松症的严重后果，给病人造成痛苦，给家庭
和社会带来负担，
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主办了骨质疏松
症健康系列讲座，
欢迎大家参加。
题目：
骨质疏松患者的营养补充
讲者:协和医院营养科陈伟 副主任医师
地点：
北京协和医院东单院区（东院）老楼10段223教室
（从西门进）
时间：
11 月 27 日（周日）下午 2：
30 开始
（小叶）

协和慢阻肺讲座之自我管理

到 2020 年，慢阻肺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致死原因。
中国目前有 4300 万的慢阻肺患者，
近 65%的慢阻肺患者并
不知道自己患病，
更不知道如何管理疾病。慢阻肺即使在
稳定期，疾病仍在缓慢进展，会导致患者疾病反复或发生
急性加重甚至死亡。学习更多知识、规范化治疗、定期就
医随访，
是减缓慢阻肺患者病情进展，
防止疾病反复、
急性
加重，减轻疾病负担的关键。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将建
立慢阻肺随访观察队列，
进行为期 2 年随访观察研究，
每3
个月进行一次病情评估及个体化疾病医疗指导。为普及
慢阻肺疾病知识，
呼吸科特举办健康讲座。队列研究及讲
座报名方式见协和医院门诊大厅海报及协和医院官网。
时间：
11 月 27 日上午 9：
00
主题：
慢阻肺患者自我管理常识
地点：
北京协和医院北配楼 329 教室
（小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