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惊蛰时期，各种疾病高发，如何调整好

身体机能，抵御疾病，听听专家的意见。

止咳安神：百合杏仁粥

推荐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营

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 黄连珍

春季生发，经常听到“咳咳” 的干咳声，

晚上往往咳嗽更严重，影响休息和睡眠。 建

议喝点百合杏仁粥， 百合具有补中益气、温

肺止咳的功能，杏仁归肺经、脾经，有祛痰、

止咳、平喘的作用。

干燥上火：白菊花泡茶

推荐专家：中国保健协会食物营养与安

全专业委员会会长 孙树侠

牙龈肿痛、便秘干燥，不妨喝点花茶。 花

茶中以菊花为好， 而在菊花中以白菊花为

佳。在古书中就有记载：“甘菊，取白色者，其

体轻，味微苦，性气和平，至清之品。” 泡冲白

菊花茶，代替水来喝，可以起到疏散风热，清

热解毒的作用。

预防感冒：葱白萝卜饮

推荐专家: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 姚庆筱

惊蛰时期是感冒高发的时期，可以熬点

葱白萝卜汤喝。 将葱白切成段后和萝卜片一

起用大火煮开;也可以先将白粥熬好，再加

入葱白焖煮一会。 鼻塞、嗓子不舒服时喝一

些，有预防感冒的作用。 简康

惊蛰养生 试试三汤

气温突然下

降，不能再“美丽

冻人” 了，湖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治未病中心

副主任李定文提醒，身体

这几个部位还是需要捂

一捂的。

头颈捂一捂，上身全暖和

春捂时第一个需要保暖的

地方就是头颈， 这样可避免因

头颈受风寒带来的不适， 如头

痛、头晕、颈肩胀痛或感冒、气

管炎等。 外出时可戴帽子或系

一条围巾，不宜过早穿低领或 V

字领上衣。

手腕捂一捂，心脏好舒服

手腕上有我们心经对应的

神门穴， 我们体内的元气循环

会在神门穴经过、停留。 如果元

气循环得顺畅，身体就好。 所以

说让神门穴保暖就能让我们的

心脏更加健康。 这时候七分袖

与九分袖最好不要穿着。

腰腹捂一捂，下肢不麻木

人的阳气以肾为本， 肾居

于我们的腰腹部， 一旦有风寒

侵入人体， 肾中的阳气就会被

困于下部， 我们腰部以下的循

环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就

容易出现下肢麻木，疼痛、腰膝

酸软等问题。 除借助衣服保暖

外，也可通过按摩温暖腰腹。 双

手交叉快速揉搓， 直到把手掌

搓热后， 把手掌直接捂在腰两

侧处， 同时双手按顺时针按揉

即可。

小腿捂一捂，脑袋不痛苦

最后需要保暖的地方是小

腿，尤其是小腿外侧，这里也是

保护阳气的地方。 护好小腿，以

免有些人在寒冷的天气里会出

现头痛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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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到半夜 小伙一觉醒来耳聋了

医生：年轻人也易患突发性耳聋，熬夜族要当心

因为吃了一碗排骨炖玉米，

15个月大的琪琪（化名）在温医

大附二院小儿外科已经住了两

个月———被玉米撑破的胃到现

在还没长好。

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

的妈妈给琪琪吃了一大碗玉米。

第二天，孩子就叫肚子痛，很快

肚子鼓成了一个西瓜，还伴有呼

吸急促的症状。

随后，琪琪被送到温医大附

属育英儿童医院。 小儿外科副主

任医师朱利斌初步判断为消化

道穿孔，进一步的经 X 光检查证

实了医生的判断。 手术打开腹腔

时，医生被惊呆了：琪琪的胃发

生了破裂，腹腔里有大量未消化

的玉米粒，孩子的胃就是被这些

玉米给撑破的。

经过手术， 琪琪破裂的胃被

修补好，但由于腹腔感染严重，修

补的胃一直很难愈合。医生表示，

玉米中的膳食纤维很丰富， 而纤

维在胃、小肠中是不易被消化的，

食用玉米过多的话， 会使大量的

粗纤维堆积在肠道内， 肠道内的

气体无法排出体外就会出现胀气

的情况。 《温州都市报》

玉米吃太多

女孩胃被撑破

孩子的肠胃没那么强大，不易消化的食物要少吃

东大肛肠医院献礼妇女节

全省女性 可免费查肛肠

活动时间：3月 6日—8日，预约咨询热线：96800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经过

一个冬季的潜伏和累积， 人体

内积存下来的废物开始蠢蠢欲

动，春季一到，阳气外发，积热涌动，

肛肠疾病又高发。 为进一步普及肛肠

健康知识， 提升全民肛肠健康水平，

贵阳东大肛肠医院在三八妇女节到

来之际，特推出“女性肛肠健康免费

大普查” 公益活动，为全省女性朋友

献上一份节日大礼。

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在社会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工作家庭

两边顾，而对自己的身体却常常疏于

关心。 据中国肛肠病研究院调查数据

显示，在我国，女性肛肠病的发病率

为 67％，比男性高出 13.1％，不少女

性的肛肠系统都存在疾病隐患。 若长

期得不到有效治疗，不仅给生理带来

极大痛苦，还会引发贫血、妇科炎症、

败血症、毒血症、脓毒血症，甚至影响

到外貌，致使皮肤暗沉、小腹突出，让

女性的健康和容颜大打折扣。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肛肠疾病

中，除较为常见的便秘、痔疮、肛裂、

肛瘘外，直肠癌的发病率也在逐年提

升。 因直肠癌初期症状与痔疮相似，

如不经专业检查很难鉴别区分，以致

于多数直肠癌一经发现就是晚期。

“直肠癌如能在早期发现，是最

能治愈的癌症之一。 ”贵阳东大肛肠

医院专家称，“很多肛肠病都是从体

检中发现的。 体检是女性健康的一道

护身符，正常情况下，每年都要做一

次健康检查。 这是对自己、对家庭负

责的体现。 像直肠癌这种恶性疾病，

若是不进行按期检查，很容易错过最

佳医治机会。 ”

关爱女性， 从关注女性健康开

始；关注女性健康，从最易忽视的肛

肠健康开始。 贵阳东大肛肠医院希望

发挥专科优势， 通过本次普查活动，

倡导正确的防病、治病意识，提升女

性肛肠健康水平。

在 3 月 6 日 -8 日活动期间，凡

出现便血、肛门瘙痒、肛门疼痛等肛

肠不适的女性朋友，可到贵阳东大肛

肠医院参与普查， 享受免挂号费、免

专家会诊费、免电子肛肠镜检查费以

及治疗费优免等众多福利。 同时，医

院派出女性专家坐诊， 提供男女分

诊、 一医一患一诊室等人性化服务。

预约咨询热线 96800。 本报记者

近日，浙江省中医院耳鼻喉

科主任唐旭霞病房里，收治了一

位 30 岁不到的年轻小伙子。 说

是一早起床的时候耳朵里“嗡嗡

嗡” 响，好似耳中有列车疾驰，震

得他头脑发麻， 实在受不了，所

以来了医院。

同学聚会到半夜

小伙耳聋进医院

医院检查确认小伙得的是

双侧突发性耳聋。 得知诊断结

果，小伙子被吓到了，担心自己

会不会走不出那个无声世界。

至于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为

何突然耳聋，唐主任询问病史得

知，问题还是出在不健康的生活

方式上。 据说，在突发耳聋的前

一晚， 小伙去参加了同学聚会，

非常兴奋， 又是喝酒又是 K 歌，

一直折腾到凌晨 3 点，其实当时

他的耳朵就已经有点嗡嗡作响，

本以为睡一觉休息一下就会好

的，没想到第二天他就彻底听不

见了。

据介绍，对突发性耳聋的治

疗讲究中西医结合，也就是除了

西医的规范化治疗之外，还要配

合上中医的整理治疗。

比如，小伙住院期间，医生

要求他每天晚上 10 点睡觉，而

饮食上减少鱼、虾、蛋、奶、肉等

动物蛋白的摄入，再配上特有的

经络治疗和艾灸来补充阳气，两

周后他就恢复出院。

年轻人爱熬夜

当心听力受损

众所周知， 突发性耳聋、耳

鸣等听力受损的情况一般在老

年人中高发， 这与老年人 “三

高” 等基础疾病高发，容易发生

血管痉挛或堵塞等有关。 但如

今，这些问题已不再是老年人的

专利。

唐旭霞说：“在我的门诊中，

突发性耳聋、耳鸣的患者占到了

一半，其中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

一半，年纪最小的甚至有七八岁

的小朋友。 听力下降或受损人群

趋于年轻，这与与日俱增的工作

和学习压力、熬夜或酗酒等不良

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

何丽娜 于伟

倒春寒

四个部位要捂严实

本报讯 3 月 3 日， 由上百位患者及亲

朋好友自编自导的 “新春医患联欢会” ，在

贵州华夏骨科医院举行。

联欢会上，歌曲《一壶老酒》、《母亲》、

舞蹈《新春序曲》等精彩节目赢得观众阵阵

掌声。节目还设置了猜灯谜、有奖竞答、健康

操等互动环节。 活动负责人表示，希望以此

来拉近患者与患者、患者与医务人员之间的

关系，让广大患者能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来

应对各种病患，拥抱健康，享受美丽人生。

（本报记者 王杰）

贵州华夏骨科医院———

医患共联欢

联欢会现场

因经常熬夜加班， 前不久，

广州 24 岁的小伙子陈立 （化

名）昏迷在家中，送医后被诊断

为致命的脑干出血。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

外科医生张勇表示，现在脑出血

的发病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以前

可能集中在 60 岁左右的老年

人， 现在青壮年发病率也很高。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拼命工

作，尤其是一些高强度工作者更

是每天生活在重压之下。

他提醒，熬夜、不规律饮食、

过度劳累等都是脑出血的诱因，

加上季节变化、情绪的起伏等客

观因素，年轻人也可能被诱发脑

出血等疾病。

所以， 请善待自己， 适当放

松，减少熬夜，少放纵。

王道斌 朱璐诗

男子熬夜 突发脑出血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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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一试

今日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