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妨一试

今日提醒

胃酸过多是胃肠疾病的常见症状

之一， 胃酸分泌过多会出现泛酸、烧

心、胃灼热等症状。 此时，要远离以下

几种食物，否则会加重不适。

甜食 碳水化合物对胃酸的分泌

无明显影响，但单糖、双糖可加速胃酸

分泌。

口感酸的果蔬 口感酸的果蔬会

刺激胃产生更多胃酸，加重烧心。

糯米制品 因黏性大，容易滞留在

胃内刺激胃酸分泌。

浓茶 咖啡和茶都含有咖啡碱，特

别在空腹饮用浓茶时， 对胃黏膜刺激

更大，容易导致胃溃疡。

油炸食物 油炸食物对胃排空时

间较长，从而使胃酸分泌增加。

辛辣刺激性食物 辛辣食物刺激

胃黏膜， 引起胃酸分泌过多导致局部

炎症。

酒 酒精能使胃黏膜分泌过量的

胃酸，大量饮酒后，胃黏膜上皮细胞受

损，诱发黏膜水肿、出血，甚至溃疡、糜

烂，再严重就会出现胃出血。

据《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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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 月，市民周女士到贵阳

丽都医疗美容医院做了鼻子整形

手术，后来出现鼻粘膜充血、植入

的假体晃动、鼻梁部分的皮肤变得

透明等情况，遂向本报医疗美容行

业新闻监督热线反映此事。

据了解，周女士去年 9 月 3 日

来到贵阳丽都医疗美容医院，花了

2.8 万元，由该院一位叫张燕雄的

医生对她的鼻部进行美容整形。周

说，她的鼻子在做了美容整形手术

后就开始发炎，而且鼻梁的假体还

出现了透光和晃动的问题。为了治

疗鼻子出现的疾病，周到贵州省人

民医院进行检查，诊断结果是双侧

鼻腔粘膜慢性充血。

今年 5 月，周女士再次来到贵

阳丽都医疗美容医院，希望和院方

商讨解决问题，但双方没有达成一

致。 周称，贵阳丽都医疗美容医院

的另一位美容医生说她的鼻部美

容手术没做好，理由是鼻头、鼻翼

过大，鼻梁太细。

7 月 18 日， 记者来到贵阳丽

都医疗美容医院，就周女士反映的

问题采访院方，该院的总经理助理

谭文辉接受采访。

谭文辉称， 周女士的鼻部以前

做过隆鼻， 此次做鼻部整形手术是

第二次隆鼻。 关于周女士说出现鼻

粘膜充血的症状，谭文辉说，鼻部整

形手术后有 3-6个月的时间是恢复

期，是一种正常的情况；鼻梁部分的

皮肤变得透明，是植入假体后，把鼻

部此前的皮肤绷开了， 所以出现透

明的情况。谭文辉说，周女士反映鼻

头、鼻翼过大的情况，可以

通过手术再次调整。

对于贵阳丽都医疗

美容医院的说法，周女

士认为对方是在推卸

责任，要求退回自己的

手术款项，贵阳丽都医

疗美容医院对此要求

不同意。 双方僵持没有

结果， 周女士向贵阳市

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反

映自己的诉求，已被受理。

采访中， 贵阳丽都医疗美容

医院表示将配合贵阳市医疗纠

纷调解委员会的调查。

本报将对此事进行追踪报道。

本报记者 田坚

一女子到贵阳丽都医疗美容医院做整形手术后———

鼻粘膜充血 植入假体能晃动

医患双方各执一词，贵阳市医调委介入调查

周女士鼻梁部分的皮肤变得有些透明

本报讯 为让广大泌尿系结石

患者享受科学、规范的治疗，贵阳

白云心血管病医院携手贵州省著

名泌尿外科专家何坚教授，现面向

全社会征集 50 名泌尿系结石患者

进行治疗。

此次活动由贵阳白云心血管

病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何坚教授坐

诊。何坚教授是贵州省著名泌尿外

科专家，贵州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

会常委、贵阳市医学会泌尿外科分

会理事、贵州省民营医院专家指导

委员会首席专家。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采取电

话预约制， 参加活动的 50 名泌尿

系结石患者免专家挂号费 (20

元)、 有需求的患者可享受一次免

费泌尿系 B 超检查（90 元）、一次

免费体外震波碎石 （490 元），共

计减免（600）元。

就诊时间：2018 年 8 月 3 日

（周 五 ） 上 午 8:00 至 12:00����

下午 13:00 至 17:00。 医院提醒，

患者前来就诊时一定要携带好自

己的病史资料以及医保卡。

活动地点：贵阳白云心血管病

医院 （贵阳市白云区健康路 33

号）。

预约电话 ：0851-84355120。

（本报记者）

贵阳白云心血管病医院携手泌尿外科专家———

征集 50名泌尿系结石患者

提示：患者就诊时应携带病史资料，预约电话：0851-84355120

世界肝炎日到来之际：

10余位专家

为肝病患者义诊

本报讯 7 月 28 日是世界肝

炎日， 当天 14:00-16:00 在贵州

省人民医院门诊大楼前， 将免费

为广大肝病患者进行义诊，届时，

由中华医学会主办， 中华医学会

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段钟平教授

及全国 10 余位知名肝病专家为

患者进行咨询。

据悉， 此次义诊内容以肝病

为主，包括不明原因肝功能损害、

乙肝、丙肝、脂肪肝、自身免疫性

肝病、药物性肝损害、遗传代谢性

肝病、肝硬化及肝功能衰竭。活动

主要通过权威专家面对面咨询，

免费发放肝病相关宣传资料，免

费行脂肪肝及肝纤维化检测、向

广大群众提供肝炎防治知识，增

进大家对肝脏疾病的认识。

专家介绍

段钟平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

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北京佑安医院副院长。 首都医科

大学传染病学系副主任， 首都医

科大学肝病转化医学研究所所

长，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遗传

代谢性肝病协作组组长， 海峡两

岸卫生交流协会消化病学分会副

主任委员，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肝

病医学部主任， 全国疑难及重症

肝病攻关协作组组长。

长期从事肝病及传染病的临

床、科研及教学工作，是我国著名

的肝脏病学及传染病学专家，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实用

肝脏病杂志》与《胃肠病学和肝

病学杂志》共同主编，《中华肝脏

病杂志》副总主编，第一至九届

全国疑难及重症肝病大会主席。

（本报记者 李江）

义诊时间：7 月 28 日 14:

00-16:00

义诊地点：贵州省人民医

院门诊大楼前

夏季常吃毛豆好处多

太原市营养师协会会员、国

家二级公共营养师秦雪说， 夏季

吃毛豆好处多。

毛豆含有皂苷、植酸、低聚糖

等保健成分， 对于保护心脑血管

和控制血压很有好处。 “此外，夏

季吃毛豆还能预防因大量出汗和

食欲不振造成的营养不良、 体能

低落、中暑等情况。 ” 秦雪说。

嫩毛豆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

4%， 而一直被人们所认为是纤维

冠军的芹菜秆， 其纤维含量仅有

1.2%。 而另外一些人们所熟知的

高纤维蔬菜， 其纤维含量都要低

于毛豆， 如芥蓝含 1.6%、 菠菜含

1.7%、 苋菜含 1.8%、 西蓝花含

1.6%、韭菜含 1.4%。 纤维素能促进

肠胃蠕动， 所以经常有便秘现象

的人不妨多吃些毛豆， 可以防治

便秘。 高纤维食物还可以降低患

肠癌的风险，减少患心脏病、糖尿

病、脂肪肝等疾病的风险。

毛豆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

食物，蛋白质含量 13g/100g，跟鸡

蛋差不多。 毛豆的钙含量是

135mg/100g，比牛奶还高一些。

毛豆中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1/B2 含量也可圈可点， 微量元

素优秀，富含钾、镁、磷，完美补充

多汗的夏季所流失的营养素。 毛

豆中含有微量功能性成分黄酮类

化合物，特别是大豆异黄酮，被称

为天然植物雌激素， 可以改善妇

女更年期不适，防治骨质疏松症。

太原市营养师协会会员、国

家二级公共营养师 秦雪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人员最新

发现， 从童年时期开始长期使用防晒

霜可有效抵御紫外线辐射，降低 40 岁

以下中青年人群患黑色素瘤风险。

研究人员选取近 1700 名 18 岁至

40 岁的澳大利亚人进行了调查分析，

发现从童年时期开始经常使用防晒霜

的人与没有这一习惯的人相比， 他们

成年后患黑色素瘤的风险降低了

35％到 40％。

当紫外线指数达到 3 级及以上

时，就应定期涂抹防晒霜，以降低罹患

黑色素瘤或其他皮肤癌的风险。同时，

受性别、年龄、肤色以及皮肤对紫外线

敏感程度不同等因素影响， 不同人群

使用防晒霜后的有效程度存在差异。

综合

常用防晒霜

降低患黑色素瘤风险

西班牙巴塞罗那全球卫

生研究所一项研究显示，早吃

晚饭关联两种癌症风险较低，

21 时前或者临睡前两个小时

吃晚餐的人罹患乳腺癌或前

列腺癌的风险比那些 22 时后

或临睡前不久进食的人低

20%。

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国

际癌症杂志》刊载的论文中写

道，研究涉及来自西班牙各地

的 1826 名乳腺癌或前列腺癌

患者以及 2193 名不患这两种

疾病的对照组。 研究人员了解

他们的就餐时间、 饮食习惯、

睡眠习惯和养生举措后发现，

即便计入饮食习惯、睡眠习惯

等相关因素，饮食时间与罹患

两种癌症的风险仍然显现明

显关联，癌症患者更喜欢深夜

进食，晚饭吃得晚或者临睡前

吃零食。

研究人员认为，出现这种

关联可能是因为太晚进食迫

使身体代谢系统加速运行，而

这一时间代谢系统本应减速，

准备入睡。 据《山西晚报》

晚饭吃得晚

两癌风险高

有此一说

胃酸多

远离这七种食物

有此一说

肝火旺盛的人总爱发火， 推荐可

以喝蒲公英茶。取带根蒲公英（全草）

9克，热水冲泡，每日代茶饮。

现代药理研究显示， 蒲公英含有

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能让肝脏保持最佳

状态。需注意的是，脾胃虚寒者以及过

敏体质者、 孕妇、 儿童不宜服用蒲公

英。使用蒲公英不能用量过大，否则可

致轻度腹泻。 据《生命时报》

爱发火

蒲公英泡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