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订阅热线：85834880��85821740

小河区域：83906466�����������三桥区域：86860184�����观山湖区（碧海）：84715554�����大营路区域：86860184

小十字区域：85820039���贵惠路区域：85980238���观山湖区（金华园）：82239839����乌当区域：86410008����

广告热线：0851-85860467��5842830订阅热线：85834880��85821740

小河区域：83906466�������三桥区域：86860184�����观山湖区（碧海）：84715554�����大营路区域：86860184

小十字区域：85820039���贵惠路区域：85980238���观山湖区（金华园）：82239839����乌当区域：86410008����

广告热线：0851-85860467��85842830

健康资讯

有此一说

国家级名医卢才义

做客晚报说高血压

热线预告

下

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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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森林

JIANKANG

SENLIN

本报讯 10月 17日 （下周二）下

午 14 时至 15 时， 贵州省人民医院急

诊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范伟，将

值守本报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 ，针

对如何防治胆结石的话题， 与广大读

者进行交流。 此次健康热线，本报将招

募两名患者来现场， 与专家面对面互

动交流。

据了解，胆结石又称胆石症，主要

是指胆囊或胆管内发生结石的疾病。

一旦患上胆结石， 胆囊内的结石就会

刺激胆囊黏膜， 进而引起胆囊的慢性

炎症。 此外，如果结石嵌顿在胆囊颈部

或胆囊管，还会引起继发感染，导致胆

囊的急性炎症， 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

苦。

那诱发胆结石的高危因素有哪

些？ 胆结石患者没有疼痛的不适感，就

可以对胆结石置之不理吗？ “保胆取

石”的方法靠谱吗？ 患上胆结石，是否

一定要切除胆囊？针对此类问题，10月

17日下午 14时至 15时， 读者可拨打

热线电话 0851- 85811234 与专家交

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关注“健

康森林”（gz- m yt） 微信公众号后，将

欲咨询的问题进行发送。 本报将把问

题转给专家， 并在贵阳晚报 “健康森

林”版面刊登专家的相关解答内容。

另外， 本报将面向社会招募两名

患者，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交流，不收

取任何费用， 还可获赠由贵阳晚报健

康团提供的“全民健身体验券” 一张。

报名电话：15885017798。

（本报记者 王杰）

省医专家支招

如何防治胆结石

●本报招募两名患者，现场与专家面对面，报名电话：15885017798

●届时，读者可拨打 0851-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专家简介：

范伟， 贵州省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主

任医师、 博士。 1990年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

1999 年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06 年四

川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获两届优秀博士称

号），发表文章 50多篇。 主持贵州省卫生厅基

金 1 项、科技厅基金 2 项、高层次人才科研条

件特助金费项目 1 项、省长基金 2 项、获得贵

州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贵州省医学会二等

奖 1项、三等奖 1项。

范伟博士擅长处理各种复杂的肝胆胰疾

病，完成各种肝脏移植 100 多例，在复杂的肝、

胆、胰手术、肝移植手术方面有较高水平。率先

在全国开展了自体肝移植手术、腔镜下胰十二

指肠切除术等。 每年完成肝脏手术 100 多例，

胰腺癌手术 50 多例， 解决各种疑难复杂的病

人 100多例。

明

天

这些食物，你知道怎么煮吗？

煮饺子

新鲜饺子：沸水下锅。 这样能让饺子皮里的蛋白质

迅速凝固成形，淀粉溶于水中，饺子不会粘在一块，方便

用勺子搅拌，煮出来的饺子更好吃。

速冻饺子：冷水煮更合适。 速冻饺子用沸水大火煮

容易破皮，且肉馅不易熟。 速冻饺子和冷水一起用中火

加热煮沸。 随着水温上升，面皮和肉馅受热更均匀，煮出

来的水饺面皮劲道，肉馅口感更好。

怎样煮饺子不破皮？

1.加盐 水开后撒点盐，再放饺子煮，能提高水的沸

点，减缓淀粉糊化的速度，让饺子更耐煮，不容易破皮。

2.加食用油 水烧开后放一点食用油，再放饺子，这

样做有润滑的作用，饺子不易粘在一起。

3.加葱叶 水煮沸后加点葱叶，再放饺子，原理和加

食用油一样。 葱叶煮水后会释放一种油脂，包裹在饺子

的外皮上，能防止饺子互相粘连。

煮面条

热水煮， 但不要等到水沸了再煮。 因为挂面本身很

干， 如果一下子遇到高温， 表面的淀粉就容易糊化而变

黏。 而且，水分、热量都不容易向内渗透，所以，面心仍然

是生的。正确的方法是：等锅底刚开始有小气泡往上冒时

就放面，搅动几下，等锅内水开了再适量添些凉水。

煮米饭

煮饭用开水， 可以缩短蒸煮时间， 保护米中的维生

素，减少营养损失。

肉炖汤

冷水下肉汤更鲜。肉中有丰富蛋白质，而蛋白质在高

温下凝固很快。 冷水直接下肉，汤中温度慢慢上升，肉表

面蛋白质凝固较慢， 这样便有充分的时间使其中的呈味

物质溶于汤水。 反之，如果沸水下肉，肉表面蛋白质在高

温下迅速凝固，形成致密膜不易溶出呈味物，汤鲜味就不

太好了。 成商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关于长寿的“神奇” 现象是客观

存在的，就比如下面这些，你一定有所耳闻：

女性比男性长寿 据报道，在全球各地的百岁老人

中，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95%以上都是女性。

为什么女性长寿？ 如果说具体的原因，可以有很多，

但根本的原因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关爱自己。

女性有了不适就嚷嚷，会去医院，让她们避免了许

多风险。 有统计表明，男性去看医生的频率要比女性低

28% 。 而且，女病人比男病人听医嘱。

英年早逝 许多原本体壮如牛的壮年汉子，却突发

急病先去了。 为什么那些平时身体很好的中年人反而早

逝？ 关键是麻痹大意，仗着身体好，去拼搏、熬夜、应酬，

结果过劳而死。

多病的人反而更长寿 许多人经常病恹恹的，反

而活得更久。 其实，这跟“弯扁担不易断” 是一个道理。

经常得病的人，对健康更关注，关于身体的保健意识也

更强，稍感不适就会停下来休息，并积极调理身体。 而很

少生病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大多不重视身体养护，对身

体的不适也不敏感，以为自己什么毛病没有，结果去医

院检查，往往就是大病。 成商

冷水煮还是热水煮

米饭、饺子、面条

煮法各不同

平时“病恹恹”的人

为何反而更长寿

不妨一试

专家简介：

卢才义， 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

所所长、老年心内科主任、教授、学科带头人、贵

阳白云心血管病医院首席专家。

从事心血管病临床介入诊断和治疗研究

20年，能独立熟练完成各种心脏起搏器植入手

术（包括 ICD 和 CRT-D 等）、各类高龄复杂冠

心病介入治疗手术、各种需要经导管介入治疗

的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手术（包括阵发和持续性

房颤导管消融术）、外周血管病介入手术、心血

管病联合介入手术（包括分站式杂交手术）等

心血管介入诊疗操作 10 多个种类， 是国内为

数不多的一专多能心血管病介入诊疗专家之

一。 至今，卢教授已独立完成各类心脏介入手

术近 2 万例， 尤其是在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冠

心病支架植入术和心律失常导管消融术方面，

成功完成了很多高龄、 复杂和疑难患者的手

术。

俗话说，人有七情六欲。发表于《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人类的情

绪其实共有 27种。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共收

集了时长 5- 10 秒的 2185 段视频，内容包括出

生、结婚、死亡、自然灾害等等。 研究人员要求

800多名参与者各观看其中 30个静音状态的视

频，并对他们的情绪做了记录，由此发现了 27

种情绪：钦佩、崇拜、欣赏、娱乐、焦虑、敬畏、尴

尬、厌倦、冷静、困惑、渴望、厌恶、痛苦、着迷、

嫉妒、兴奋、恐惧、痛恨、有趣、快乐、怀旧、浪

漫、悲伤、满意、性欲、同情和满足。

研究人员发现，参与者感受到的情绪基本

上是一致的，并且每种情绪并非孤立的，通常

与其他情绪“互联互通” ，比如痛恨和悲伤、怀

旧和浪漫等。

研究负责人艾伦·考恩表示， 人们的情绪

表现比想象中更丰富、更细微，“我们想要阐明

人类内心世界的所有情绪。 ”他认为，研究结果

将有助于更准确地捕捉人的心理状态、大脑活

动和情绪表现，从而推动心理疾病的治疗。

楼林娜

人类情绪有 27种

该研究可助治疗心理疾病

明天上午 10时至 11时，解放军总

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 老年

心内科主任、学科带头人卢才义教授，

将值守本报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 ，

针对如何防治高血压的话题， 与广大

读者进行交流。 此次健康热线，本报招

募两名患者到现场， 与专家面对面互

动交流。 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凡是来

到现场的患者朋友（限两名），均可获

赠由贵阳晚报健康团提供的 “全民健

身 体 验 券 ” 一 张 。 报 名 电 话 ：

15885017798。

据了解， 高血压位列 “三高” 之

一，属于最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而一

旦患上高血压，不仅易出现性情急躁、

易激动、头痛、头晕、肢体麻木，甚至还

会引发各种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的病

变，严重危害身体健康。

哪些因素容易引起高血压？ 高血

压的高危人群有哪些？ 针对患者家属，

在遭遇患者病发时， 又可采取哪些急

救措施？ 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

科学有效地防治该病？ 针对此类问题，

明天上午 10时至 11时，读者可拨打热

线电话 0851- 85811234与专家交流。

关于母乳喂养，误区不少。 最典

型的误区有三个：一是哺乳会导致乳

房下垂；二是乳房小，奶水也会少；三

是不能母乳喂养是妈妈没有尽力。 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乳腺

专科副主任医师林晓明说，事实并非

如此。

误区一：哺乳会引起乳房下垂

林晓明说，引起乳房下垂的并不

是哺乳。 在哺乳前的孕期，由于相关

激素的变化，乳房的体积会增大。 同

时，由于重力的作用，乳房的皮肤和

悬韧带都会被拉伸。 产后，体内激素

会回落，如果产妇不哺乳，乳房的体

积会回缩，而被拉长了的皮肤和悬韧

带却难以回复了，所以，乳房看起来

就松弛和下垂。

产后哺乳的妈妈，由于乳汁充盈，

乳房体积一般不会回缩，直到停止哺

乳后，乳房体积才会出现回缩，很多

妈妈因而误以为是哺乳导致的乳房

下垂。

误区二：乳房越大奶水越多

有的妈妈把奶水少归因于自己

乳房太小。 其实，乳房大小不影响奶

水的产生。 乳房的大小，主要是由胸

部的脂肪决定的，乳汁的分泌是由乳

腺组织负责的。 因此，乳汁的多少跟

乳房的大小没有关系。

误区三： 不能母乳喂养是妈

妈没尽力

林晓明说，并非所有妈妈都能母

乳喂养。 有的妈妈不能哺乳的确存在

生理上的问题。 比如乳头过短甚至内

陷、乳腺分泌功能确实比较低，还有

的妈妈本身体质较差， 产后恢复慢，

泌乳功能跟不上。 这些生理问题，绝

不是一句“有信心就行”就能解决。

从心理上分析，很多新妈妈无法

排解面对新生命的压力， 极度焦虑，

甚至陷入产后抑郁的困境，也会影响

乳汁的分泌。 此外，妈妈错误的哺乳

姿势、乳腺导管不够通畅也可能导致

乳汁不够。 据《广州日报》

哺乳导致乳房下垂？

专家：这些都是误区

专家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