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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一试

萝卜最好生着吃 萝卜可

算得上是第一“根菜” 了。 《本

草纲目》记载，萝卜能“大下

气、消谷和中、去邪热气” 。其实

“生吃萝卜” 这种民间吃法是

很健康的， 特别是吃完肉等油

腻食物后， 生吃萝卜可解腻爽

口、消食顺气。 同时，生萝卜还

能促进胆汁分泌， 帮助消化脂

肪。

很多人生吃萝卜时习惯把

萝卜皮剥掉， 其实萝卜中所含

的钙有 98%在萝卜皮内，所以，

萝卜最好带皮吃。

红薯可以做主食 红薯也

是非常好的根菜， 它里边几乎

不含脂肪， 膳食纤维却十分丰

富，对于促进胃肠蠕动、防止便

秘有很好的作用。 此外，与大米

白面相比， 吃红薯血糖上升速

度慢， 饱腹作用强，每

天的总淀粉量还有所

下降，能帮助预防肥胖和

糖尿病，还有利于控制

血压。 纤维多了，矿

物质也多了， 对于

提高一天的营养质

量大有帮助。

莲藕“补弱” 效

果好 莲藕最主要

的药用价值就是“补

弱”了，老幼妇孺、体

弱多病者最好多吃一

些， 生吃、 煮熟都可

以。 买莲藕要挑选外

皮呈黄褐色、 肉肥厚而

白的。 煮的时候也不要用

铁锅， 以免食物变黑影响美

观。

据《健康时报》

秋天 多吃三种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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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控制艾滋病

专栏

贵阳市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贵阳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贵阳晚报“健康森林”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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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经性行为传播艾滋病，安

全套的使用是关键，那安全套能完全杜

绝感染这类疾病吗？ 要了解这个问题，

首先要清楚性病是怎么传播的。

性病的传播方式大致分两种：

第一类———艾滋病 （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HIV）、淋病、生殖道沙眼衣原

体感染、阴道滴虫病等，主要由生殖泌

尿道的分泌物中带有的大量病原体传

播。 另外，艾滋病还可以通过血液和母

婴途径传播。

第二类———梅毒、生殖器疱疹（单

纯疱疹病毒，HSV）、软下疳、尖锐湿疣

（人类乳头瘤病毒，HPV）等，主要由生

殖器皮肤粘膜出现溃疡或疣体等皮损

接触传播。

要预防包括艾滋病在内的第一类

性传播疾病，需要不让粘膜或皮肤伤口

接触到对方的带病毒体液，而预防第二

类性病则需要不和对方皮损发生直接

接触。

病毒会不会从安全套的空隙中

“漏”出去？

实验证明，即使是只有 42nm 的乙

肝病毒 （相当于艾滋病毒直径的

1/3）， 也无法透过乳胶安全套形成的

屏障。安全套对各种大小的性病病原体

都能提供有效防护。 这是因为，病毒能

否通过某个孔径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其

实是液体的流动，即使安全套孔隙数倍

于病毒直径， 只要液体流动被阻碍，病

毒颗粒也无法通过（就算能够通过，也

是极少数，这个病毒量也无法达到感染

条件）。

据科学研究表明，持续使用避孕套

能降低 80%-90%艾滋病传染的危险。

使用安全套预防性传播疾病的总有效

性为 85.82%。 所以使用安全套很有

必要。

来源：“筑爱部落”微信公众号

预防艾滋病

这项措施少不了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里，

近 20 名老人因为髋部骨折来到

了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贵阳市

骨科医院）。据悉，髋部骨折致残、

致死率较高， 患者骨折后一年的

死亡率达到 30%， 尽早手术是治

疗的关键。 正因如此，自 2017 年

开始，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贵阳

市骨科医院） 骨一科便开设了髋

部骨折绿色通道， 大多数患者可

在 72小时内得到手术治疗。

据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贵

阳市骨科医院）大外科兼骨一科

主任赵滨介绍， 髋部骨折又有着

“人生中最后一次骨折” 之称，该

病多发于老年人。 老年人因为年

龄原因，钙质流失，普遍存在骨质

疏松， 尤其是老年女性在绝经后

内分泌失调，骨质疏松相对严重，

轻轻的碰撞也可能发生骨折。 与

其他骨折相比，髋部骨折发生后，

对患者的活动有着很大影响。 患

者除了要忍受骨折带来的疼痛以

外， 还可能因为长期卧床出现褥

疮、肺部感染、泌尿系感染等并发

症，甚至导致生命受到威胁。

“有不少老年人骨折以后，

认为做手术风险大， 选择保守治

疗， 其实这样反而会对患者以后

的生活造成长期影响” ， 赵滨主

任表示，对于髋部骨折，最好的治

疗方式便是手术。 随着医疗技术

的发展， 该院可在一个小时内完

成一例髋部骨折微创手术， 患者

在手术后第二天即可下地。

由于髋部骨折患者多为老年

人，大多患有基础病，这就导致术

前检查耗时较长， 延误了手术时

间。 对此，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贵阳市骨科医院） 在不断提高

医疗技术的基础上， 加强了多学

科之间的合作，于 2017 年开设了

髋部骨折绿色通道。 患者一旦进

入病房， 麻醉科医生会立马给予

患者神经阻滞， 使病人在下一步

的检查中不承受痛苦， 之后便进

行手术， 让病人在整个住院期间

不会遭受疼痛的折磨。

多数患者只要没有手术禁忌

症，基本可在 72 小时内得到手术

治疗。“整个过程都很快，这得益

于医院多学科合作的开展， 在手

术前， 我们会对患者进行多学科

会诊，评估其身体状况” ，赵滨主

任告诉记者， 该绿色通道是省内

首家针对髋部骨折开设的通道，

2017年已在贵州省卫计委立项。

10 月 10 日下午， 记者在医

院见到了 85 岁的髋部骨折患者

高爷爷。老人告诉记者，他是 7日

外出时不慎跌倒导致的骨折，事

发后立即来到了医院，9 日便得

到手术治疗，治疗当天，疼痛便大

大缓解，10 日早上， 在医生帮助

下，他已经可以通过助行器走路。

在此， 赵滨主任也提醒老年

市民， 秋冬季节是髋部骨折的高

发时节，老人外出时一定要注意，

如果发生骨折，应及时就医，以免

错过最佳治疗时期。

实习记者 周欢 董容语

本报记者 李慧超

四医开设我省首家

髋部骨折绿色通道

寒露过后，夜晚温度将会降

得更低，老人、小孩要特别注意

保暖。 谚云：“白露身不露，寒露

脚不露。” 这是提醒大家，寒露过

后更应注重足部保暖。 天冷后有

些人出现尿频、 乏力等症状，中

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内科主

任医师王泽民说， 这是肾气不

足，所以要经常给肾“打打气” ，

即补养肾气。

建议坚持每晚用温水泡脚，

并且水没过脚腕， 时间控制在

15-30分钟， 泡到身体微微发热

即可。

在泡脚的同时把耳朵和腰

部搓热效果也很好。 肾开窍于

耳， 而且耳朵有密集的反射区，

联系着全身每一个器官，所以每

天早晚常搓揉耳朵是一种很好

的养生方法。

据《健康时报》

天渐寒 每天泡脚补肾气

秋季是养肺的季节，

肺衰则皮毛枯萎， 表现为

皮肤出现皱纹， 话语无底

气。 在此推荐一款养肺汤，

取党参 30 克、百合 50 克、

猪肺 1个、生姜 3片。 将各

药材洗净，稍浸泡；猪肺从

其喉部灌入清水冲洗，并

反复挤压干净， 再用生粉

洗净、冲净。 然后将猪肺与

生姜一起放进瓦煲内，加

入清水 2000 毫升，武火煲

沸， 改文火煲约两个半小

时， 调入适量食盐和少许

生油便可。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医师

孙德宣

营养课堂

喝参肺汤

润燥养肺

髋部骨折，尽早手术是关键———

大多数患者在 72 小时内得到手术；近日，一八旬老人术后次

日即可下地行走

本报讯 为让市民了解更多

健康知识， 体会传统医药文化，

10 月 17 日（下周三）上午 9 点

20分，百灵中医糖尿病医院与普

陀社区友谊居委会、普陀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将联合举办大型公

益文艺汇演及义诊活动。

此次活动，百灵中医糖尿病

医院多名专家及医生将来到现

场，为市民免费义诊理疗。 所有

参与市民可免费体验任意中医

理疗的套餐项目单次一次。

针对未领取血糖仪的，活动

将发放血糖仪领取卡，市民可持

糖尿病相关病历证明或者特殊

医保在活动后 18 日、19 日下午

1:30―3:00 或每周三、周五下午

1:30―3:00 在医院四楼免费领

取“糖大夫”智能血糖仪一台。

时间：10月 17日上午 9:20

����地点：百灵中医糖尿病医院

楼下广场

（本报记者 李慧超）

百灵中医糖尿病医院 下周三开展义诊

筑城医讯

参与市民还可免费体验一次理疗

食管或胃内容物在没有恶心、干呕

和腹肌收缩等先兆的前提下反流到口

咽部，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吐酸水” 。

反酸主要是由于下食管括约肌功

能障碍，导致胃内容物反流到口腔中。

反酸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胃食管反流

病， 它可产生严重并发症影响生活质

量。 此外，贲门失弛缓症、食管癌、食管

裂孔疝、 嗜酸性粒细胞性食管炎等器

质性疾病及功能性消化系统疾病均可

导致反酸。 一旦反酸，患者要及时就医

以确诊。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消化科

主任张建国

经常反酸

及时查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