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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森林

近年来，淋巴瘤发病率越来

越高，排在所有恶性肿瘤中第八

九位，而且中青年群体患者明显

增多。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淋

巴瘤首席专家林桐榆教授表示，

淋巴瘤是免疫系统的肿瘤，它的

发生和压力有密切关系。 中青年

人群面临的生活压力普遍较大，

免疫功能更容易受到影响，给淋

巴瘤有了“可乘之机” 。 而一些

中学生甚至因为升学考试有巨

大压力，生活不规律，缺乏锻炼，

免疫功能受到影响，也是淋巴瘤

的高危人群。

林桐榆强调，退休的中老年

人同样也是淋巴瘤高危群体，很

多中老年人因为退休后生活节

奏改变，有些人因为退休后无所

事事，心态发生改变，导致压力

增加，也很容易患上淋巴瘤。

林桐榆表示，肿瘤强调“早

诊早治”很重要，当我们在颈部、

颌下、锁骨上窝、腋窝、腹股沟等

9个部位摸到淋巴肿块时万不能

大意。“淋巴结不超过一厘米，比

较软的，往往不要紧，用一下药

就能消。 一旦发现淋巴结超过一

厘米，比鼻子硬，有明显刺痛感

的，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建议就

医” 。

据《羊城晚报》

淋巴癌 盯上高压人群

营养课堂

主要功效：补气血、益脾胃。

推荐理由： 一般人群均可，高尿酸

人群不宜过多食用。

材料：桂花鱼 1 条，韭黄 100 克，绿

豆芽 100 克，香芹 100 克，大葱 1 根，芫

荽 25克，香葱 25克，姜片适量。

烹调方法：将桂花鱼洗干净，鱼肉

起片，鱼骨剔除出来切块，韭黄、香芹、

大葱、芫荽洗净切成小段，在锅中放入

1.5 升清水，先把鱼骨、姜片放入锅中，

以武火煮开后用文火继续煲半小时，接

着放入鱼片及以上所有食材，改用武火

滚 2-3 分钟， 最后添加食盐调味即可。

据《广州日报》

读者可拨打 85811234与专家交流；招募两名患者到现场与专家面对面，报名电话：15885017798

本报讯 5 月 8 日 （星期三）

14 时至 15 时，贵州省人民医院心

内科副主任医师、博士唐峰，将值

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与

读者现场交流如何科学防治冠心

病的话题。

唐峰主任说，冠心病主要指的

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

化病变而引起血管腔狭窄或阻塞，

造成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导致

的心脏病。 此类患者常常被胸痛、

心绞痛等临床病症所困扰，严重者

甚至会诱发猝死，危及生命。

一些人由于缺乏相应的健康

常识，普遍认为冠心病专属中老年

人，年轻人是不可能患该病的。 其

实，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吃

得越来越好，再加上一些不良的生

活习惯，使冠心病这类中老年人易

患的疾病， 从青少年时期便开始

“萌芽” 。唐峰主任告诉记者，如今

就诊的冠心病患者中，最年轻的仅

为 20岁。

诱发冠心病的高危因素都有

哪些？ 在患病早期，可从哪些方面

初步判断是否患上冠心病， 以便

患者及时就医？ 目前，应对冠心病

都有哪些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和

手段？ 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防治冠

心病？ 针对此类问题，5 月 8 日

（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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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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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报名电

话：15885017798。

（本报记者 王杰）

冠心病 并非中老年人专属

热线预告

周三，省医心内科专家值守本报“健康热线”

患甲亢人群饮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摄入充足能量，比一般成年人增

加 50%-70%，可通过增加餐次实现。

2.保证蛋白质充足摄入。 甲亢患者

基础代谢率增高，蛋白质分解代谢增强，

需要提供高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补偿

其消耗，防止营养不良。

3.充足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经常摄

入含 B族维生素、维生素 C丰富的食物，

适当食用动物内脏、新鲜绿叶蔬菜，注意

补充钾、钙、磷等矿物质，尤其是当有腹

泻发生时。

4.为避免腹泻，适当限制粗纤维食

物的食用量。

5. 严格忌食含碘食物， 如海带、紫

菜、海藻等海产品，并采用无碘盐烹调。

据《生命时报》

患了甲亢

该怎么吃

医生手记

扫描二维码，关注“贵

阳晚报黔生活” 微信公众

号，有健康问题随时问。

补气血益脾胃

桂花鱼片汤

近日，美国加州大学马库斯博士领

导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饮酒是房颤的

最大诱因。

研究范围涵盖 11 种可能的房颤诱

因：酒精、咖啡因、睡眠不足、剧烈运动、

缺乏运动、冷饮、生冷食物、高钠饮食、

暴饮暴食、脱水和左侧卧。 其中，约 3/4

的患者表示， 这 11 种行为中至少有一

种曾一次或多次引发房颤。 具体来说，

饮酒引发房颤的概率最高（35%），其次

是喝咖啡（28%）、锻炼不当（23%）和

睡眠不足（21%）。

马库斯博士建议，为减少房颤发作

频率，患者不妨“管住嘴” ，主动避免上

述行为。 据《生命时报》

饮酒

成房颤最大诱因

有此一说

本报讯 为了让贵州患者享

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使北京优

质的医疗资源下沉， 贵阳白云心

血管病医院定期邀请北京专家来

院出诊、实施手术。 5月下旬，贵阳

白云心血管病医院将邀请北京安

贞医院的张茁教授和北京阜外医

院的顼志敏教授和祁哲教授前来

出诊。

张茁教授曾任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对神经

科疑难重症的诊断和治疗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 研究的主要方向是

脑血管病。

顼志敏教授是中国医学科学

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博

士，多年来主要从事冠心病、高血

压、 高血脂等心内科临床医疗工

作， 即心血管病规范诊断和临床

药物治疗学研究。

祁哲教授 1983 年在阜外医

院心内科工作至今， 擅长冠心病

的诊断和治疗， 尤其是对调脂治

疗降低冠心病危险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

记者了解到， 张茁教授坐诊

时间为 5 月 8 日、9 日； 顼志敏教

授的坐诊时间为 5 月 15 日、16

日； 祁哲教授坐诊时间为 5 月 24

日、25日。

有需要的患者届时可前往医

院就诊， 也可拨打电话向专家咨

询， 预约北京专家会诊和实施手

术。

预约热线：0851-84355120

����地址： 贵阳市白云区健康路

33号（白云大酒店对面）

（本报记者 李慧超）

贵阳白云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专家来黔 患者可预约会诊

出诊时间：张茁教授为 5月 8 日、9日，顼志敏教授为 5月 15日、16 日，祁哲教授

为 5月 24日、25日；预约热线：0851-84355120

短期减重后

会遇“天花板”

代餐即取代部分或全部正餐

的食物。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儿保

科彭武江医生指出， 在具有减肥

功能的代餐出现前， 代餐多用于

医疗， 如糖尿病患者使用益力佳

代替早餐、宵夜，或因较难从原有

食量达到控制饮食

的目标要求，而使

用代餐作为补充，

对血糖影响较小，

同时具有一定的

营养成分。

彭医生表

示， 近年

来， 随着

减肥市场

需求旺盛，代

餐产品冠以减

肥的功能并逐

步流行，一方面

是其有相对快速、

明显的减重效

果；另一方面是

携带、使用方便，冲泡一包代餐粉

就能代替一餐，适合快节奏的工作

生活。 但代餐产品作为食品或保健

品，而非药品，建议消费者不要过

分夸大、过分依赖其减重功效。

使用代餐产品减轻一定的体

重，达到摄入热量、食物量与饮水

量的“天花板” 后，单纯依靠代餐

也难以取得更大的减重效果，更要

当心的是，恢复正常饮食后，体重

容易出现反弹。

长期完全代餐

损害健康

代餐方便、快捷，具有减肥功

效，但长期完全代餐并非健康减肥

之道。 彭医生表示，最容易出现的

后果是低血糖。

同时，长期完全代餐还有可能

引起内分泌紊乱， 胃肠炎症等疾

病。由于食物残渣过少导致代谢产

物减少，可能出现排便困难、有毒

有害物质排泄较少等问题。如消费

者本身存在其他疾病， 如患有胃

病， 过度依赖代餐可能导致胃溃

疡、胃穿孔等；对豆类过敏的消费

者，则可能出现腹胀气等问题。

晚餐食用代餐

比较恰当

减肥患者不可盲目使用代餐。

彭医生建议，继发性肥胖患者，如使

用激素治疗疾病导致肥胖， 没有控

制其原发性疾病则减肥意义有限。

对于单纯性肥胖患者，如选择

代餐减肥，彭医生表示“一日代一

餐比较有意义，其中，代晚餐意义

比较大。 ” 因经过一夜的睡眠和消

耗， 早餐需要快速的能量摄入；午

餐后还有 5~6 小时工作与通勤时

间，需要能量支撑；晚餐后运动消

耗减少，人体快速进入睡眠，此时

使用代餐对身体和精神的影响相

对减少。 总体而言，早餐和中餐保

证每日三分之二的营养摄取，其余

部分使用代餐等半饥饿疗法等，能

一定程度上减少完全代餐引发的

不良反应。

据《新快报》

代餐减肥 千万别盲目跟风

提醒：代餐产品往往营养不足，长期完全代餐将损害健康

难以忍饥挨饿是许多人减肥

失败的原因之一， 如今花样繁多

的代餐产品为消费者构建了不再

挨饿的快速减肥通道；与此同时，

使用代餐不当导致损害身体健康

的新闻报道也屡见不鲜。 代餐产

品减肥是否值得一试？

如何食用副作用

更小、 效果更

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