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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 贴士

补充维生素祛除老年斑

■ 本报记者 侯赛
特约记者 汪传喜
提及糖尿病，人们常常想到
的就是降血糖，打胰岛素。殊不
知，不少糖尿病人矫枉过正，反
而容易导致“低血糖”现象。海
口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杨
学军提醒，糖尿病患者冬季更须
警惕低血糖。90%以上的糖尿
病患者出现低血糖，都是因为用
药过量引起的，应寻求专业医师
帮助，合理控糖，以免因血糖过
低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老年糖尿病
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危险
“高血糖患者降糖一旦矫枉
过正，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个更大
的威胁——低血糖。它对人体
的 打 击 是 巨 大 的 ，甚 至 是 致 命
的。”杨学军说，事实上，低血糖
比高血糖更加危险。因为高血
糖的危害是缓慢进行的，而低血
糖可以毁人在顷刻之间。
杨学军进一步解释说，如果
血糖过低又得不到及时的食物
补充，脑组织长时间失去能量供
应，会出现神志改变、行为异常、
思维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如
果情况进一步恶化，脑组织出现
不 可 逆 的 损 伤 ，会 导 致 意 识 丧
失、惊厥、昏迷甚至死亡。
“糖尿病患者出现低血糖一
次相当于心梗一次。”专家表示，
糖尿病患者由于用药过多、进食
过少、运动过量等原因，低血糖
事件常有发生。另外，由于过量
饮酒和服用某些药物而导致低

血糖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因此，
正确识别和处理低血糖是每位
糖尿病患者必须掌握的技能。

发生低血糖
一粒糖果就可以救命
据介绍，低血糖的症状主要
是心慌、出汗、饥饿、乏力。糖尿
病患者中，患低血糖的概率非常
高 ，特 别 是 冬 天 。 从 入 冬 到 现
在，病房接诊患者中，大部分都
因为老年糖尿病引发的低血糖
症状。
“有些患者感觉不适前来就
诊 ，一 检 查 才 发 现 是 低 血 糖 导
致。有些患者甚至在就诊期间
就出现了低血糖症状。”杨学军
说，老年糖尿病病人患低血糖的
比例很高，主要原因是：老年人
消化吸收能力差；口服降糖药或
胰岛素容易造成使用不当或过
量。此外，如果老年患者伴有心
血管疾病，会加重低血糖对机体
的危害。
但是，如果是糖尿病病程长
的老年患者，长期打胰岛素或口
服降糖药，感知能力差，很容易
忽略低血糖症状。
那么，发生低血糖时该怎么
办？当头晕、心悸、出汗、饥饿感
等典型症状发生时，杨学军说，
要立即饮用果汁、含糖饮料，或
吃上几片面包或饼干，症状往往
可以迅速缓解。如果进食 5 分钟
后症状改善不明显，应立即进食
更多糖分。他建议糖尿病患者
随身携带方糖、饼干等食品，低
血糖可能随时发生，而口袋里的
一粒糖果可能就是救命药。

老年糖尿病

降糖莫矫枉过正
发生低血糖时，要立即食用果汁、
含糖饮料、饼干或面包

链接

日常预防低血糖
坚持三原则
对 于 低 血 糖 ，杨 学 军 认 为“ 防 重 于
治”。由于低血糖的突发性和不稳定性，
为了预防低血糖的发生，患者在日常生活

中要注意饮食、运动和日常起居习惯的调
整，避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可以达
到稳定血糖的目的。
预防低血糖，首先要定时定量进餐，
同时不要吃得太饱。若进餐量减少，则应
相对减少药物的剂量；若不能按时进餐，
应在进餐时间吃些水果或饼干。病情不
稳定的患者，还可以在三次正餐之间增
添 2—3 次加餐，即从三次正餐中匀出一
部分食品留作加餐食用。糖尿病患者一
般可在上午 9 时至 10 时，下午 3 时至 4 时

老年人手脚冰冷，
饮食来调理

冬季老年人晚餐不宜过饱
医生建议：晚餐吃少，定量为好，多吃素食，少吃荤食
■ 本报记者 侯赛
冬季来临，海南天气变得有
些湿冷，很多老年人在饮食上也
不讲究了，
尤其是晚餐，
开始吃得
有点
“肆无忌惮”了。海南省中医
院保健专家符光雄提醒，老年人
千万不要以为随便进食晚餐无关
紧要，
很多疾病发生的原因之一，
就是来自晚上不良的饮食习惯。
晚餐吃错了，很多疾病就会找上
身来。

晚餐不当易引发
多种疾病
老年人长期晚餐过饱，很容
易 造 成 胰 岛 负 担 加 重 ，加 速 老
化，进而诱发糖尿病。此外，晚
餐若吃得过饱，蛋白质食物无法
完全被消化，在肠道细菌的作用
下，产生有毒物质。加上活动量
小、进入睡眠状态中，使得肠壁
蠕动缓慢，延长了有毒物质停留
在肠道内的时间，增加了肠癌发
生的风险。
晚餐如果采用高蛋白、高油
脂、高热量的进食方式，
会刺激肝
脏制造低密度和极低密度脂蛋
白，从而形成高血脂症。晚餐内
容如果偏荤食，加上睡眠时的血
流速度减缓，大量血脂就会沉积

在血管壁上，进而引起小动脉和
微小动脉的收缩，使外周血管阻
力增高，
易使血压突然上升，
也加
速了全身小动脉的硬化过程。
晚餐的饮食如果是偏向高脂
肪、高热量就可引起胆固醇增高，
并在动脉壁堆积起来，成为诱发
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的一大原
因。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另一主
因，是钙质沉积在血管壁内。因
此，晚餐的盛食、美食、饱食及过
迟吃晚饭都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
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长期晚餐吃太饱，睡眠
时胃肠及附近的肝、胆、胰脏等器
官 仍 在 运 作 中 ，使 脑 部 不 能 休
息。脑部的血液供应也不足，进
而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加速
脑细胞老化。此外，
晚餐过饱，
容
易使大脑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中，
长期下来会引发神经衰弱等疾
病。

晚餐后，参加社区
活动要适量适时
很多老年人晚饭后，喜欢去
参加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很多
人一放下碗筷就迫不及待地跑出
家。殊不知，
如果运动时间、运动
强度、运动量安排不当，
不但起不
到健身效果，反而会对健康产生

不利影响。
符光雄表示，进食后的消化
过程中，全身 25%的循环血量都
汇集到消化器官。而运动时，循
环血量主要汇集于运动器官。饭
后马上运动，
即使强度不大，如打
太极、舞剑，也会使运动系统从消
化系统
“抢走”
许多血液，
造成消化
道缺血，长此以往会引起消化不
良。而强度较大的运动，
如跳舞、
跑步或器械运动等，
还可能引起腹
痛或一些胃肠道疾病。阑尾炎等
急性疾病，也可能在饭后运动时
发作。因此，晚饭后最好休息一
段时间再去运动。一般情况下，
晚饭半小时后，可以参加一些强
度较低的运动，如散步、打太极、
舞剑等。一些中、大强度的运动，
最好在晚饭后 1—2 小时再进行。
医生提醒，晚饭后的运动时
间不要太长。老年人的运动时间
应控制在 30 分钟到 1 小时之间，
最好能在睡觉前 2 小时结束，以
免 因 为 运 动 过 累 过 晚 ，影 响 休
息。身体状况较差和患有慢性疾
病的人，一定要注意监测自己在
运动过程中的心率变化、身体反
应以及疲劳感等，一旦发现有不
适感，
如喘气急促、疫累、头晕、胸
闷等，要及时调整运动强度。如
果出现疾病症状，要马上中止运
动，
及时就医。

及晚上睡前加一次餐。
其次，要增加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饮
食，
禁酒少喝咖啡。
第三，不要在空腹时运动，要在饭后 1
小时后进行运动，因为这个时候血糖水平
较高，不容易发生低血糖。运动前，也可
以适当减少降糖药物的剂量，或者在运动
中吃点东西补充能量。病情不稳定的患
者，外出运动时千万别忘记随身携带“低
血糖急救卡”。
（侯赛）

吃好晚餐向健康看齐
四个健康吃晚餐的方法，让
老年人晚餐更健康：

1 晚餐吃少，定量为好，不暴饮暴食；
2 晚餐时间在7点之前最有益健康；
3 晚餐多吃素食，少吃荤食；
4 晚餐少吃高脂肪、高热量、高钙
以及容易胀气的食物。
制图/许丽

一到冬天，很多人都会有手脚冰凉的
现象。长时间手脚冰凉，不仅难受，还容
易生病。手脚冰凉的主要原因是冬天血
液的新陈代谢减缓，低气温使血管收缩，
血液回流能力减弱，使得手脚，尤其是指
尖、脚尖等部位的血液循环不畅，末梢神
经循环不好造成的。
老人保暖工作要做好，尤其是腰背，
最好穿宽背的背心和衣服。晚上睡觉时
垫比盖重要。有些人盖得很厚，但依旧觉
得不暖和，盖太重了还会压迫呼吸。老年
人可以垫电热毯，把垫子弄暖和点，不容
易受凉生病。当然，电热毯的温度也别调
太高，
否则出汗蹬被子，
反而会着凉。
需提醒的是，生活不能自理的病人、
皮炎患者、烧烫伤患者，以及哮喘、感冒等
呼吸道疾病患者忌用电热毯。
阳虚的老年人如果适当补肾，补充人
体的阳气，可增强机体御寒能力。宜选用
豆类、动物肉类、鸡蛋、骨髓、黑芝麻、山
药、海产品等。还可以选用具有滋补肾阳
的中药，如紫河车、杜仲、肉苁蓉、冬虫夏
草、蛤蚧等。
老年人饮食要偏温热，肉类尤其是羊
肉可以经常吃。但如果是高血压患者伴
有脸红、肝阳上亢、舌苔黄厚、脉弦而有力
等阳亢表现，温补后往往血压会更高。不
过，如果高血压患者没有阳亢表现，而是
表现出虚寒症状，
就适合温补。
老年人在补肾同时应顾护脾胃，因为
脾主运化，胃主降浊，脾胃功能失调了，肾
阳再充足也无法运行于全身。一般的人，
天冷适当吃点温热的，如生姜、当归、羊
肉、桂圆、核桃、芝麻，
都有好处。
（陆明华）

长寿须知：

口越吃越馋，人越睡越懒
享受美食、贪图安逸或许是人的天性，
但如果不注意节制，可能会损害身体健
康。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中医科副教授
马静接受采访时表示，
“口越吃越馋，人越
睡越懒”这句俗语很有道理，以此警示人
们，
享受也要适可而止，
喜爱美食但不暴饮
暴食，
作息规律少睡懒觉，
这样才能充满活
力，
远离疾病。
马静介绍，人摄取食物，要靠嗅觉、
■■■■■

味觉以及视觉的刺激，但嗅神经和味神
经在连续刺激下会疲劳，需要更多更大
的刺激，因此会出现“口越吃越馋”的现
象。此外，在肥腻食物的刺激下，越吃越
多，胃的体积会增大，很难形成饱腹感。
马静指出，中医认为人的活动由气来推
动，睡眠过多时，气运行不畅，会影响身
体的正常机能，“久卧伤气”就是这个道
理。爱睡懒觉，会打破生物钟，影响肠胃
■■■■■

蠕动，血液循环也会失去规律，造成大脑
供血不足，精神萎靡不振，因此“越睡越
懒，越懒越生病”。
所以，对待美食也要节制，最好吃七
八分饱，不要老吃同一种食物，应常变换
口味。此外，起居要有规律，不能贪睡，早
睡早起，清晨可到室外锻炼，使大脑的血
氧供应量增加，
振奋精神。
（健康网）

老年人想要彻底去除脸上的老人斑，一定要
找到引起色斑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弹问
题，外用祛斑产品虽然见效快，但只是当时的漂
白，治标不治本，很容易反弹，而且很多外用去斑
产品都含有激素或重金属，对皮肤伤害比较大。
去除老人斑不妨试试饮食调理。
茄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B1、C、D，蛋白质
和钙，
能使人体血管变得柔软。茄子还能散瘀血，
故可降低脑血管栓塞的几率，而多吃些茄子，老年
斑会明显减少。
每天喝一杯西红柿汁或常吃西红柿，对祛斑
有较好的作用。因为西红柿中含有丰富的谷胱甘
肽，
谷胱甘肽可抑制黑色素，
从而使沉着的色素减
退或消失色斑主要是内分泌失调、压力过大、睡眠
不好等内部原因引起的色斑。
因此，老年人除可遵医嘱服用一定的维生素
E 外，还应多吃含维生素 E 丰富的食物，如植物油
就是维生素 E 最好的食物来源。此外，大豆、芝
麻、花生、核桃、瓜子、动物肝、蛋黄、奶油以及玉
米、黄绿色蔬菜，均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九桑）

按摩头皮可预防老花眼
老人常常揉搓头皮，
能够带来不一样的保健奇
效，
比如预防老花眼。因为头部分布着很多穴位和
神经，
经常揉搓头皮，
就能很好地延缓老花眼。
每天早起或洗头以后，用左右手手指肚交替
着从前往后梳头，用手指肚轻轻地按揉头皮、轻敲
头部或用木梳轻轻拍打头部。找出自己觉得最舒
适的角度和力度，坚持做 5 分钟以上，每天早起和
睡前各一次。
头顶及下方部位为重点进行按摩，用拇指或
食指点按，力量由弱到强，逐渐加大，明显感觉酸
胀后，慢慢放松，配合匀速的呼吸，可以更好地刺
激眼部。
已经得老花眼的老人，要在加强眼部锻炼的
同时，多注意呵护眼睛，不要让眼睛过度疲劳，经
常眨眼，利用一开一闭的眨眼方式来锻炼眼部肌
肉，延缓眼部衰老。另外，平时还可以多吃富含维
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如瘦肉、鱼、牛奶等，及时
补充营养。
揉搓头皮法不必局限于老年人，中年人或长
期用眼的年轻人平时也可以进行锻炼，延缓眼部
衰老。尤其对于看东西已经感到模糊的中老年
人，
更应适度加强眼部保护。
（桑九）

老人经常犯困
小心是疾病预兆
上了年纪，有的老人常常坐着就迷迷糊糊睡
着了。这其中大脑衰老、耐氧能力减退，
或者新陈
代谢减慢、身体自我调节能力差都是诱因。
老人常犯困，首先要排除以下疾病。1.心脏
疾病。如果血液供应不足，就会导致大脑缺氧，从
而导致神经系统活跃性降低，具体的表现就是睡
不醒。经常出现犯困症状，说明心脏收缩功能可
能出了问题，要进一步检查确定病因。2.脑血管
病，如脑梗塞、脑萎缩、脑血栓等脑血管疾病会导
致脑组织缺血、缺氧，也会有犯困的表现。3.其他
慢性病如慢性肾炎、糖尿病、甲状腺机能减退等，
会降低新陈代谢的速率，导致其体内有毒的代谢
物不能顺利地排出体外，进而影响到植物神经的
调节功能，也会出现整天犯困、睡不醒、多汗等症
状。4.尤其要当心的是，频繁犯困或看着电视就
睡着，
常常是认知障碍症的早期表现，
必须引起高
度注意。
家人要提醒老人平时不要吃太饱，多吃鱼类、
谷类食物；
坚持早睡早起，
每天午饭后睡半小时左
右；多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注意室内通风；多吃
水果或者喝点绿茶。也可做一些穴位按摩：每天
早晚按摩太阳穴（前额两侧，外眼角延长线的上
方）。
（桑九）

补脑可多吃南瓜核桃
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的人，
食用南瓜和核桃
等，可起到营养大脑、增强记忆、消除脑疲劳等作
用。
1 南瓜 南瓜中的维生素 A 含量胜过绿色蔬
菜，而且富含维生素 C、锌、钾和纤维素。中医认
为：南瓜性味甘平，有清心醒脑的功效，可治疗头
晕、心烦、口渴等阴虚火旺病症。因此，神经衰弱、
记忆力减退的人，将南瓜做菜食用，每日一次，疗
程不限，
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核桃 因其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被公认为中
国传统的健脑益智食品，孩子们一定要食用喔。
每日 2-3 个核桃为宜，持之以恒，方可起到营养
大脑、增强记忆、消除脑疲劳等作用。但不能过
食，
过食会出现大便干燥、鼻出血等情况。
海带 海带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卵磷脂等营
养成分，
有健脑的功效，
海带等海藻类食物中的磺
类物质，
更是大脑中不可缺少的。
鱼 鱼是促进智力发育的首选食物之一。鱼
头中含有十分丰富的卵磷脂，是人脑中神经递质
的重要来源，可增强人的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
并能控制脑细胞的退化，延缓衰老。鱼肉还是优
质蛋白质和钙质的极佳来源，特别是含有大量的
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和眼睛的正常发育尤为重
要。
（玖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