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中医医院杂病门诊副主

任中医师高三德介绍，南方的秋冬交

替之际，很多人会出现秋乏，这是一

种自然现象，即身体产生一种莫名的

疲惫感，就如病后初愈的人总觉得睡

不够、疲惫乏力一样。

高三德医师表示， 要使精神饱

满，身体恢复活力，关键在于健脾益

气，推荐喝党参红枣茶。

成分：红枣 5枚，党参 10克。

用法：党参洗净切片，红枣洗净

去核，一起放入杯中，冲入沸水，加盖

闷泡 10分钟。 代茶饮用，每日 1剂。

功效：补肺健脾，益气养血，适用

于秋季脾肺气虚导致的倦怠、 乏力、

嗜睡等症。 据《羊城晚报》

热线预告

预约电话：

88911115

活动时间：

11月 15 日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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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已过，暖胃先行。为了让市

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通

过筛检早发现、早干预、早诊治胃肠

疾病，11 月 15 日 -30 日，贵阳微创

胃肠医院举行“百元暖胃” 胃肠防

癌大普查公益活动。届时，患者只需

100元即可享受电子胃镜或肠镜全

套的健康检查。

众所周知，胃癌是我国最常见

的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发病率居

各类肿瘤的前列，绝大多数胃癌早

期无明显症状， 或出现上腹不适、

嗳气等非特异性症状， 常与胃炎、

胃溃疡等胃慢性疾病症状相似，并

且容易被忽略； 尤其现在进入冬

季，是胃肠病的高发时节，肠胃对

季节的反应比较敏感，冬寒的刺激

加上昼夜温差较大，容易使人体胃

肠的抵抗力减弱， 导致胃溃疡、慢

性胃炎、 慢性肠炎等疾病复发；如

果不注意，很可能加重病情，导致

身体素质越来越差， 免疫力下降，

最终造成胃癌、肠癌、食管癌等严

重肠胃疾病。

俗话说， 胃癌早发现三十天可

以多活三十年， 胃肠专家建议如有

胃肠不适请及时到胃肠专科医院就

诊，早检查、早治疗，把问题消灭在

萌芽状态。据调查，许多居民缺乏体

检意识，生病就医的意识较浅薄，多

是想大病吃点药，小病拖拖就好。为

此， 贵阳微创胃肠医院特邀请到北

医三院胃肠专家黄永辉教授到院坐

诊， 并成立了 “黄永辉名医工作

室” ，让更多的人足不出省，在家门

口就能看上北京名医。

黄永辉教授是贵阳微创胃肠

医院的特聘专家、医学博士、主任

医师，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消化

科主任，熟悉各种消化系统疾病的

诊断及治疗原则，擅长消化内镜诊

断及内镜下微创治疗。 在消化道早

癌的精细内镜检查上具有丰富的

经验，对幽门螺杆菌、浅表性胃炎、

急慢性胃炎、反流性胃炎、肠炎、十

二指肠溃疡、肠息肉等胃肠病及疑

难病症的治疗有独特的见解。

为了真正将便民、利民、惠民

行动落到实处，让更多人了解自己

的健康状况， 贵阳微创胃肠医院

（地址： 北京路贵州饭店斜对面）

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凡 11 月 15 日

-30日， 每日前五十名电话或网络

预约者，仅需 100 元，即可享受胃

镜或肠镜全套检查， 健康预约电

话：88911115。

暨北医三院黄永辉名医工作室落户微创胃肠医院

黄永辉教授： 贵阳微创胃肠医

院的特聘专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

胃肠疾病 大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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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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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众所周知，骨质疏松

患者易骨折， 为了尽可能减少外

界因素导致的骨折， 一些骨质疏

松患者便选择少运动甚至不运

动。 如果抱着这样的观念试图远

离骨质疏松，那可就大错特错。

针对如何科学防治骨质疏松

的话题，11 月 19 日 （下周二）14

时至 15 时，贵州省骨科医院骨内

（颈肩腰腿痛）科二病区主任、主

任医师覃裕，将值守本报“专家坐

诊” 健康热线，与广大读者进行交

流。

覃裕主任指出， 在多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 如今骨质疏松症已

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健康疾病，在

众多疾病中该病的发病率仅次于

心血管疾病， 而我国却是骨质疏

松症的重灾区。

值得一提的是， 不少人认为

既然骨质疏松症是一种老年性疾

病， 那只要还没有步入老年就不

用太过在意， 导致有相当一部分

患者在早年便埋下了骨质疏松症

的隐患。 更有甚者认为，骨质疏松

症容易出现骨折， 那就应该尽可

能减少运动甚至不运动， 以此来

降低由外界因素导致的骨折几

率。 殊不知，这样的观念反而会加

快病情的发展。

诱发骨质疏松症的高危因素

有哪些？ 为何在年轻时就应该注

意防治骨质疏松症？ 如何判断是

否患上骨质疏松症？ 适当运动对

治疗该病有哪些帮助？ 日常生活

中， 该如何做好骨质疏松症的防

治工作？ 针对此类问题，11 月 19

日（下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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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w-

by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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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下周二，贵州省骨科医院骨内科专家将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

骨质疏松患者 静养还是运动

在世界百科全书中，牛油果被列

为营养最丰富的水果，有“1个牛油果

相当于 3 个鸡蛋”“贫者之奶油” 的

美誉。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营

养学家发现，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每

天吃 1个牛油果，可降低体内“坏”胆

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

研究人员选取了 45名参试者，在

正式试验开始前， 他们先吃 2周普通

饮食，随后被随机分为 3组，分别食用

5周的低脂饮食、含有适量脂肪的饮食

和含有适量脂肪且每天吃 1个牛油果

的饮食。 结果显示，饮食中包含牛油果

的参试者，体内的“坏”胆固醇含量显

著降低。

这项研究认为， 牛油果含有的油

酸是一种单不饱和脂肪， 它可代替膳

食中的饱和脂肪， 所以有降低胆固醇

的功效。 牛油果的这种生物活性，有助

降低患癌症和心脏病的风险。

据《生命时报》

每天一个牛油果

或能降低胆固醇

党参红枣茶

赶走疲乏

不妨一试

11月 14日是第 13个“联合

国糖尿病日” ，今年的宣传主题是

“防控糖尿病 保护你的家庭” 。

记者采访了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 主任

医师杨娟。

杨娟副主任指出， 糖尿病与

饮食、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随着该

病发病率的增加， 糖尿病呈现出

“家庭病” 、“夫妻病” 的趋势，不

少家庭出现多人患病的情况。 杨

娟副主任呼吁， 防控糖尿病应以

家庭为单位，家庭共同对抗疾病，

一起从饮食、运动、生活习惯上做

出努力， 才能保证家庭成员的健

康、社会的和谐。

根据数据显示， 在上世纪 80

年代， 我国糖尿病的发病率为

0.67%，到了 2013 年，发病率已经

增长到 10.4%。 近 20年来，糖尿病

发病率迅速增加， 这与市民生活

水平的改善有很大关系。

临床上， 杨娟副主任遇见过

不少一家人同时患上糖尿病的情

况，有的是夫妻两人共同患病，有

的甚至是一家四代都患糖尿病。

“Ⅰ型糖尿病是由于自身免疫力

出现问题而发病， Ⅱ型糖尿病则

与患者的饮食、 生活习惯有很大

关系” ，杨娟副主任发现，出现糖

尿病“夫妻病” 、“家庭病”的家庭

大多在饮食上都嗜好大鱼大肉，

饮食过于油腻， 且没有良好的运

动习惯， 有部分家庭还会出现全

家肥胖的情况。

杨娟副主任建议，家庭对抗糖

尿病首先要从饮食做起，调整膳食

结构和烹饪方法，做菜时尽量少盐

少油，保持饮食清淡，多采用水煮、

蒸的方式来进行烹饪；其次，平日

休息时，家庭还应建立起良好的运

动习惯， 多去太阳下走走跑跑，少

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还有一点很

重要的是，无论家中有没有人患上

糖尿病或是有多少人患上糖尿病，

家庭都应该对糖尿病有基本的认

识，了解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的

日常管理需要做些什么，并且有定

期监测血糖的习惯。

有部分患者认为糖尿病与遗

传有关，那么只要有遗传史，就一

定会患病。 杨娟副主任表示，这样

的认知并不正确。 Ⅱ型糖尿病虽

然与遗传有关， 但是并不代表有

遗传史的人就一定会患上糖尿

病。 对于家中有糖尿病遗传史的

市民， 更应早日做好防控， 从饮

食、运动、生活习惯等方面着手预

防疾病。

另外，杨娟副主任提醒，如果

母亲在妊娠期间出现妊娠糖尿病

或是血糖升高， 那么孩子未来患

上糖尿病、肥胖的可能性会较高，

因此这部分孩子更应早日做好监

控，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慧超

今天是第 13个“联合国糖尿病日” ，专家呼吁———

别让糖尿病 变成“家庭病”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 为什么

打了流感疫苗还会得感冒？ 其实，

能够引起发烧、咳嗽、流鼻涕这些

感冒症状的病毒、细菌有很多种，

其中流感病毒引起的症状可能更

重。 我们接种流感疫苗，预防的是

甲型、乙型几种流感病毒，不是所

有的病菌。

那么如何区分普通感冒和流

感呢， 北京朝阳医院西院住院医

师吴立艳教大家几个判断方法：

首先从病原体上看， 普通感

冒的病原体主要为各种感冒病毒

（如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

病毒等）及细菌等，在受凉、劳累、

醉酒后等身体抵抗力下降时可发

病。

而流行性感冒主要由流感病

毒引起，主要为甲型或乙型流感病

毒，传染性强，可造成大面积流行，

可通过接种流感疫苗进行一定程

度的预防，但病毒容易变异，即便

患过流感已经产生抗体，下次流行

时依然有可能被感染发病。

再从症状上看，吴立艳医师介

绍，普通感冒起病相对缓慢，大多

数在病原体入侵机体后 1-2 天发

病，以呼吸道症状为主，全身症状

相对轻微。可有鼻塞流涕，咽干、咽

痒、 咽喉部异物感或咽喉肿痛，声

音嘶哑，咳嗽（干咳或有痰），部分

人伴有发热。 如合并细菌感染，体

温可达 39℃以上， 并伴有发热引

起的一系列症状，如怕冷、酸软或

关节酸痛、头痛、乏力等。

而流行性感冒起病更急，全

身酸痛、头痛、乏力、疲倦等全身

症状更为明显，需卧床休息，也伴

随咽痛、 流涕、 咳嗽等呼吸道症

状。 据《北京青年报》

如何区分普通感冒和流感

医生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