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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肿瘤医院特约科普

健康资讯
关注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通讯员 董莉

每年的春节长假都是走亲访
友、阖家欢聚的好时节。然而，应酬
多了，熬夜多了，吃喝多了，就易引
发不少健康问题。海南日报记者从
海口市中医医院了解到，按往年经
验，春节期间急诊科接诊的常见“节
日病”分别是：呼吸道疾病、消化道
疾病、心脑血管疾病、酒精中毒、异
物卡喉等。

忽冷忽热防感冒——
适当增减衣物

海南日报记者从多家医院了解
到，春节前后流感患者会明显增多。
海口市中医院中医专家彭彩钰表示，
当家人发生流感等呼吸道疾病时，要
及时就医，并适当予以隔离；要戴口
罩，避免交叉感染；注意室内环境通
风，特别是患者家里有老人或小孩

的，可以用醋熏蒸房间，并打开门窗
通风换气。

彭彩钰提到，得了感冒不能及时
就医的，要尽快分清是普通感冒还是
流感。如果伴有高热、寒颤、头痛、肌
肉酸痛等表现的，考虑流感可能性
大，应及时前往医院，早诊断早治疗，
根据医生建议选择合适药物治疗，并
清淡饮食。

“根据以往的经验，春节期间海
南气候忽冷忽热，流感、发烧、咳嗽、
喉咙发炎、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高
发。”彭彩钰建议，预防呼吸道疾病，
应适当增减衣物，譬如夜间、清晨的
气温比较低时，适当添衣；中午、下午
气温高时，应适当减衣。

美食虽好切勿贪吃——
注意营养荤素搭配

过年时，各类美食、饮品色香味
品种俱全，吃喝始终是不变的主旋

律。但海口市中医院中医专家张秋
菊认为，往往“病从口入”，高糖盐、高
油脂，暴饮暴食、胡吃海喝容易诱发
一系列胃肠疾病，对于胃肠较弱或

“三高人群”（患高血压、高血脂、高
血糖者），“管住嘴”才能过个健康舒
心年。

她建议，应均衡饮食，注意碳水
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维
生素五大营养素的搭配，不要光吃
肉类，淀粉类与蔬菜类食物也要搭
配均衡。“家长在春节期间也会放松
对孩子的要求，不少孩子喝饮料没
有节制，过多饮用碳酸饮料，不利于
健康。”

张秋菊建议，家宴饮品可选用
大麦茶或梨汁，因其能促进肠胃蠕
动，减少油腻食物在胃中的停留时
间，且最好是喝温热的，既能解腻，
又能保护肠胃。“饱食之后，喝杯梨
汁，可解油腻、消积食，并有止渴醒
酒的妙用。”

春运路上多喝水——
保证睡眠别吃太饱

长途旅行中，很多人会出现晕车
的症状。张秋菊表示，这是由于长时
间的颠簸、心情紧张、身体不适、过度
疲劳等原因造成的。“晕车不是病，而
是一种应激反应，不用过分紧张。经
常晕车者出发前一天的晚上应保证充
足睡眠，别吃得太饱，别吃油腻食物。”

在必要的情况下，张秋菊建议，
提前半小时服用防晕车药或者切片
生姜贴在肚脐上，可以有效减少晕车
症状；症状稍轻的，也可以靠闻橘子
皮或服用新鲜姜汁来减轻晕车感。

很多人在春运路上怕上厕所不方
便，所以就不敢喝太多水。张秋菊说，
长时间乘坐交通工具时缺少运动，上
厕所反倒是比较好的一个“活动方
式”。无论乘坐飞机还是火车、汽车，
都要适时变换坐姿，活动双腿。并且，
预防流感首要推荐就是多喝水。

春节“健康处方”，请收好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新春佳节，亲朋好友欢聚一
堂，难免会喝酒。怎样才能降低
喝酒对身体的伤害呢？海口市中
医院中医专家张秋菊给出了春节
健康饮酒需遵循的五个原则。

原则一：宁红勿白

高度酒的酒精含量比较高，
同样喝一杯酒，度数降下来，健康
提上去。张秋菊建议大家在喝酒
时尽量选择红酒、米酒等低度酒。

原则二：不空肚喝

胃在没有任何食物的情况
下，酒在胃内停留的时间很短，空
腹饮酒即使酒量不多也易醉，加
大了酒精对健康的危害。如果非
要喝酒，可先吃点东西，实在不
行，也可先喝点酸奶。

原则三：适量喝酒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
议，成年男性一天饮用酒的酒精
量不超过25克，相当于啤酒750
毫升，或葡萄酒250毫升，或38
度的白酒75克，或高度白酒50
克；成年女性一天饮用酒的酒精
量不超过 15 克，相当于啤酒
450毫升，或葡萄酒150毫升，或
38度白酒50克。孕妇和儿童青
少年不能喝酒。

原则四：细斟慢饮

喝急酒会导致体内酒精含量
激增，进而更容易使人喝醉。而
拼酒者饮酒时，容易忽视饮酒量，
往往以追逐一时的精神刺激为目
的，最终造成醉酒。

原则五：多喝热茶

酒精有利尿的成分，使血管
扩张，体温上升，易 造 成身体缺
水。因此，饮酒时多喝热茶，不仅
可减少酒后口渴等不适，也有助
于快速醒酒。

春节饮酒如何不伤身？

度数降下去
健康提上来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贾慧娜

不久前，家住北京的张先生退
休后和老伴南下，成为“候鸟”大军
的一员。没成想，素来身体不错的
张先生突发脑出血，经抢救才保住
性命。张先生纳闷：“千里迢迢来
南方过冬是为了强身健体，为啥反
倒还得了脑血管病？”海南省肿瘤
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李安民教授表
示，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因气
候、生活环境突变，“候鸟族”迁徙
需特别警惕心脑血管病突袭。

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期，冬天气温低，室内外温差大，因
冷空气刺激会使血管骤然收缩，导

致管腔狭窄、血流受阻。此外，冬
季干燥，水分摄入相对不足，易致
血液黏度过高导致血流不畅，从而
诱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那么，北方人过冬“南迁”为何
也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李安民教
授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候鸟族”多
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南下过
冬，虽然避开了寒冷，但是在短时间
内在不同纬度的地域，经历较大的
温差变化，使得心脑血管对外界环
境的适应能力减弱，导致心脑血管
疾病突发。加之大部分老年人有高
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疾病，
极易引发脑出血、脑梗死等。

春节将至，大批久居南方的人

前往北方旅游、过年，也需谨防因
环境、气候突变，造成心脑血管收
缩运动失衡、血黏度增高，进而诱
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近年来，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
呈低龄化趋势，对此，李安民教授
提醒，“候鸟族”南下过冬前最好进
行一次全面体检，尤其针对心脑血
管进行专项检查，例如脑动脉、心
脏冠状动脉CT成像等，做到防患
于未然。有高血压病史的，要做好
日常监测，适时调整降压药，避免
过度兴奋和劳累。中老年人如经
常出现一过性头晕、肢麻肉颤等中
风先兆，应及早就医，切不可轻视
怠慢，贻误最佳治疗期。

警惕心脑血管疾病突袭

候鸟南下过冬 最好全面体检

肿瘤患者如何
健康过春节？

春节，本是个喜庆、祥和、团聚
的节日，但是对于肿瘤病人而言却
是个关卡。临床统计发现，春节期
间，肿瘤病人病情会出现反复甚至
恶化的小高峰。主要原因是一些
患者因为“过年不吃药”的习俗提
前或者推迟治疗时间，造成治疗

“空档期”。海南省肿瘤医院肿瘤
化疗科主任魏志霞提醒，肿瘤病人
佳节期间仍需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医学分析明确指示，合理的平
衡膳食可降低恶性肿瘤病人的心
血管疾病风险及全因死亡率。建
议肿瘤病人多吃蔬菜水果、全麦类
食物，补充足量鱼、禽、蛋、乳和豆
类食物，少吃红肉、加工肉、腌制食
物。聚餐时，面对亲友的好意劝
食，肿瘤病人亦不能破忌解馋，暴
饮暴食，忌辛辣刺激、肥腻、煎炸熏
烤、腌制、霉变食物。春节期间因
聚餐准备的丰盛菜肴，常留有隔夜
食物，特提醒肿瘤病人忌食不新鲜
蔬菜、隔夜食物。

如胃肠功能差的病人，忌大
豆、山芋等胀气食物，伴胸腹水、水
肿病人，需严格限制盐摄入量。总
之按照不同病种需求选择适合自
身特点的科学补给才是王道。适
当节制饮食，注意七分饱原则，如
食欲差病人，则应少量多餐。

肿瘤病人应戒烟限酒、作息规
律、保持健康心态。不吸烟可降低
患癌、心脏病等致死率。规律性运
动利于降低各类恶性肿瘤复发风
险，保持良好心态使恶性肿瘤对综
合治疗有确定效果。建议佳节期
间，与亲友聚会多选择室外娱乐项
目，如逛逛公园、跑步等，且每天活
动不少于40分钟。而对治疗期间
有骨髓抑制的病人，则避免去人群
密集、卫生环境差地区。

魏志霞特别提醒，肿瘤患者应
以健康的生活方式迎接佳节，合理
饮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适度的
劳动、锻炼，保持健康心态。

（邓晓云）

■ 本报记者 孙婧

春节聚会期间，向亲朋好友展
示自己靓丽帅气的一面，是不少人
琢磨的问题。除了化妆和穿着，很
多人也更加注重健美的身材。如
何打破“每逢佳节胖三斤”的“魔
咒”，专家建议，除了注意饮食，适
当运动也必不可少。

饭菜再香“七八分饱”即可

春节如何抵御美食诱惑？三
亚市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曹
教授有办法，能让你既能享受美
味，又能吃得更健康。

“对于需要减肥的人士，或者
是患有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群，吃
饭的时候有几个小窍门。”曹教授
建议，一是要吃得慢。细嚼慢咽，
既可以减少血糖飙升的风险，又容
易产生饱腹感，不会暴饮暴食。

二是要调整饮食入口的顺

序。先喝汤垫肚子，再吃蔬菜，接
着吃肉，最后才吃米面等主食。

三是每餐七八分饱。“一餐不
能吃得太充实，保持适时的饥饿感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曹教授表示，
春节期间的菜肴，可以每样都吃几
筷子，尝个味道即可，重点还是保
持营养均衡。

适当运动帮助消耗热量

运动方面，曹教授建议，如果
平常就爱运动，那春节期间也保持
和平日的运动量，不要减量；如果
平常很少运动，那么感到自己吃多
了，就可以选择快走、打球等有氧
运动，持续至少半小时，“运动强度
要看你的心肺功能，只要不感到呼
吸困难、头昏眼花、胸闷气短就可
以了。”

春节期间如何在家也能健身？
专业健身教练郝云瑞建议，健身应该
针对自身身体状况，进行个性化设计。

对于已经有健身基础和家里
有健身设备的人来说，春节期间可
以照着平时训练的动作，用杠铃、
哑铃或者顺手的重物，进行卧推、
硬拉、深蹲等动作训练，重点锻炼
胸、背、腿部的三大肌肉群。因为
适度进行大肌肉群的训练，能帮助
消耗更多热量，避免囤积脂肪。

普通人士在家运动要遵守循序
渐进的原则，先充分热身，然后选择
从一些常规的健身动作开始起步，
如深蹲、俯卧撑、卷腹等。这些动作
简单、关节损伤风险小，又能锻炼到
腿部、胸腹、背部等各处大肌肉群。

对于长期熬夜、伏案工作的上
班族，则可以通过推、拉、举、提等
动作，重点锻炼肩颈和背部的肌
肉。如果没有自备哑铃，也可以用
大瓶的饮料或者其他重物来配合
增加重量，做抗阻练习。

关于运动时间的说法，郝云瑞
认为，任何时候都可以，只要动起来，
持续至少半小时，就会有运动效果。

春节身材管理不松懈

控制饮食+适当运动
让你佳节不再“胖三斤”

春节长假，我们该如何健康度过？本
期《健康周刊》特意为大家送上春节“健康
攻略”，邀请专家开出“健康处方”，让大家
过个健康年。

海口基层医院推行“互联网+医疗”模式

“天使”进家庭
医疗送上门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社区医院是老百姓健康
的第一道守门人，小病小痛往往在社区医院就可
以解决，同时也缓解了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近日，海口社区医院海口云医社综合门诊部
用“互联网+医疗”改变传统就诊模式，推出网上

“天使在线”服务，使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体验
优质的医疗服务。

62岁的闫先生因患冠心病、肾病等多种老年
性疾病，反复住院，出院后也得每天去医院静脉注
射利尿剂，很不方便。近日，他得知有云医社网上

“天使在线”服务后，便通过该社综合门诊部微信
平台选择所需服务项目，医疗专业人员直接上门
帮助他进行静脉推注利尿剂，免去其上医院排队
等待的不便。

作为省人民医院医联体单位和第三方医学影
像中心，近年来，海口云医社综合门诊部（海口云医
社医学影像中心）通过云医疗、大数据让医患无缝
连接互动。目前云医社签约省内外三甲医院主任
医师百余名，开展内科、外科、妇科等诊疗科目，为
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让患者无需等待即可就医。

据介绍，云医社推出的“天使在线”服务主要针
对慢性病、常见病的患者，通过网络与医生交流，医
生通过问诊获取患者相关病史信息，对简单疾病做
出诊断，开具处方，并由该门诊部药房配药后再将
治疗药物邮寄到病患家中，同时对患者进行跟踪随
访，及时了解治疗效果。“天使在线”项目还包括天
使到家服务，患者及家属还可在网上预约医护上
门，如更换各种留置管、伤口换药、静脉营养给药
等，让社区群众感受足不出户的医疗服务。

一种新药能破坏
癌细胞生物钟

美国南加州大学和日本名古屋大学的研究人员
日前合作研发出一种新药，可通过破坏癌细胞生物
钟的方式来抑制癌细胞生长。

众所周知，扰乱生物钟节奏会损害人体健康，
对细胞的生物钟也是如此。如果能扰乱癌细胞的
生物钟，理论上可以损害或消灭这些癌细胞。

研究团队在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
告，他们对人体肾癌和小鼠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
癌细胞开展了研究。结果发现，一种名为GO289
的分子可以通过阻碍癌细胞的生物钟从而放慢其
生长周期，同时对健康细胞几乎没有影响。

研究人员说，GO289药物与一种控制细胞
生物钟的酶能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可以破坏
对细胞生长和存活至关重要的其他4种蛋白质
的功能。

南加州大学麦克尔森趋同生物科学中心主任
史蒂夫·凯表示，在某些癌症中，疾病控制了生物
钟机制并刺激癌细胞生长，而GO289可以干扰这
些过程并阻止癌症的发展，这种药物“可能成为消
灭癌症的有效新武器”。 （健康报）

！

阿司匹林非神药
长期服用有风险

近年来，阿司匹林是“神药”、能够预防心脏病
甚至降低癌症风险的观点甚嚣尘上。近日，《美国
医学协会杂志》刊文指出，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增大
内出血发病概率，副作用甚至超过了心血管疾病
的预防效果。

文章分析了10项以前的研究结果，实验涉及
人数16.4万，平均年龄62岁。研究人员将服用阿
司匹林的人与不服用阿司匹林的人进行比较，发
现前者患中风、心脏病等疾病的人数确有减少，但
脑、胃、肠等内出血的发病率也随之上升。统计结
果显示，每1万名没有心脏病且一年内不服用阿
司匹林的人，61人会心脏病或中风发作；而1万名
没有心脏病且连续服用阿司匹林一年的人，57人
会患心血管疾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仅能降低万
分之四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但是，每1万个服
用阿司匹林的人中，23人会出现严重的内出血；
而不服用阿司匹林的人中仅有17人，内出血发病
率上升6%。

此外，文章还深入探讨了阿司匹林对癌症的
预防作用。文章指出，曾有一项研究发现，经过5
年的随访，阿司匹林的使用可使癌症死亡率降低
15%；但在第二次对近500名患者进行了7年的
随访实验中，并没有得到类似的结果。这表明阿
司匹林对癌症的发病率没有影响。

目前，国际上对健康人是否应该服用阿司匹
林预防心血管疾病存在争议。根据对美国成年人
的全国性调查，大约一半的人经常服用阿司匹
林。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建议，“对50岁至59岁
的心血管疾病和结直肠癌一级预防患者使用低剂
量阿司匹林，这些患者的心血管疾病和结直肠癌
的风险为超过10%，出血风险不高，预期寿命至少
为10年”。

英国并不推荐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心血管疾
病。英国心脏基金会副主任皮尔森指出，研究证
实了阿司匹林的副作用超过预防功能，因此英国
不应改变指导方针。 （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