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2018.08.16 星期四
责编院林达琳

美编院郭龙飞

巧
秋天一到袁很多人又开始贴秋
膘了遥 但是讲究食补也得有一定的
限度和规则袁尤其在这个容易让人
口干舌燥的秋天遥 贴秋膘袁多贴不
如巧贴遥
育龄女性多吃瘦肉
育龄期女性每月都要来月经袁
要失一定量的血袁受这个生理因素
的影响袁这些女性在饮食中一定要
有补铁意识袁尤其在需要提升抵抗
力的秋天袁 更应在饮食上多加注
意遥
如果育龄期女性习惯夏天减
肥袁吃素食多袁同时吃较多寒凉冰
冻水果袁易伤及脾胃袁出现野脾胃虚
寒冶袁进而影响消化吸收袁更易发生
缺铁性贫血遥
所以袁入秋以后袁这些脾胃虚
寒的野阳虚体质冶女性袁贴秋膘的重
点就是要适当吃一些温性牛羊瘦
肉袁提升阳气袁温胃散寒袁且有助于
补铁遥
在饮食中袁还要遵循野以色补
血冶的原则袁适当多吃些红色食物袁
比如红枣尧枸杞尧胡萝卜等遥 当然袁
还要饮食有度袁比如袁有的缺铁性
贫血患者在学习一些中医知识以
后袁常爱吃动物内脏袁其理论依据
是野以脏补脏冶遥 其实中医学的野脏冶
不完全是内脏袁因为内脏胆固醇含
量比较高袁吃多了同样会打乱膳食
平衡遥 秋季水果大量上市袁要想吃
补血的水果袁 最好选择温性的袁比
如橙子尧橘子等遥 甜瓜尧哈密瓜等瓜
类要少吃遥
中年男士要控制胃口
秋天一到袁爱吃肉的男人有了
一个比较好的借口袁 那就是贴秋

秋
秋季袁 从立秋开始袁 历经处
暑尧白露尧秋分尧寒露尧霜降六个节
气袁气温会逐渐转凉袁昼夜温差变
大袁天气干燥袁这些变化易诱发心
绞痛尧心肌梗死尧中风等心脑血管
疾病袁故有野多事之秋冶之称遥 那
么袁初秋养生该如何做钥
不要着急添衣遥 在较为漫长
的秋季袁 要正确领悟和操作薄衣
御寒袁 不要气温稍有下降就立马
添衣加裤袁把自己穿得严严实实袁
而应该尽可能地晚一点增衣袁能
穿短袖衬衫袁尽量不要穿长袖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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膘遥 红焖羊肉尧肥牛火锅都是他们
的最爱遥 相比于夏天袁秋天下馆子
时袁点这些菜的频率比较高遥
尽管中年男人贫血的发生比
较少袁但对于应酬比较多的中年男
士袁 秋天控制体重就变得非常严
峻袁控制胃口显得较为关键遥
因为一旦秋天不注意袁到了活
动较少的冬天很可能增长 5 公斤
体重袁对于心脏和其他内脏器官造
成很大压力袁还容易上火遥 所以袁尽
可能多吃素菜袁以清淡饮食为主遥
学生少吃汉堡常吃鱼
秋天是感冒高发季节袁家长给
孩子贴秋膘的主要食品就是肉袁早
餐常常吃汉堡包之类高热量食物袁
这是不妥的遥
膳食平衡非常讲究蔬菜的多
样化遥 家长可以给孩子做一些蔬菜
沙拉和豆制品袁又能保证他们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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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丰富一些遥 这样避免孩子低血
糖袁保证他们整个上午的记忆力比
较好遥
秋天袁周末全家外出游玩的机
会比较多袁在外就餐机会增多遥 家
长点餐时袁要以孩子为中心袁多点
一些清煮的菜袁这样首先保证菜品
新鲜袁 其次保证菜品口味清淡尧少
油袁 否则孩子从小的口味比较重袁
成年以后容易选择高油和高盐的
食物遥
家长给孩子贴秋膘袁可以做点
海鱼袁鱼类比大多数肉类所含饱和
脂肪酸都低袁 海鱼 赘―3 脂肪酸含
量较高袁能增加血液中野好冶的胆固
醇袁协助清除野坏冶的胆固醇遥 海鱼
最好清蒸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
护其中的营养素不受破坏遥
老人喝普洱茶养胃
有的老人特别爱喝铁观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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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单衣袁尽量不加外套遥
秋季宜野收冶养和之道遥 正所
谓野春生尧夏长尧秋收尧冬藏冶袁秋季
天气渐寒袁人体的代谢由盛转衰袁
人们应早睡早起袁 以鸡的作息为
标准袁神气内敛含蓄袁不急不躁袁
从容平和袁使肺气清和均匀袁这样
才能适应秋气遥
少吃过咸食物遥 初秋补肾袁正
是为即将到来的严寒冬季打下基
础袁增强人体抵御寒冷的能力遥 秋
季养肾补肾首先要定时饮水袁少
摄入盐遥 水是生命之源袁人体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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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液不足袁 可能会引起浊毒的留
滞袁从而加重肾的负担遥 现代人口
味偏重袁喜欢吃盐过重的食物袁摄
入盐分太多袁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袁
盐中的钠成分会导致水分排出不
顺畅袁进一步加重肾脏的负担袁所
以肾虚者 一定 要少 吃过 咸 的食
物遥
口渴眼干皮肤痒如何解决钥
肺主呼吸袁与大气相同袁故燥邪之
气易伤肺阴袁 人就容易出现口燥
咽干尧咳嗽少痰袁所以日常可以吃
点滋阴润燥的食物袁 如秋梨尧甘

小儿外科位于妇幼保健院 3 号楼七楼,是医院重点发展的科室之
一袁也是我市乃至周边市尧县为数不多的小儿专科科室袁主要开展业
务有小儿泌尿外科尧小儿腹部普外科尧小儿骨外科及新生儿科遥 为适
应小儿外科的持续发展及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尧疾病确诊率袁医院引进
了层流手术室尧先进的小儿麻醉机尧小儿呼吸机尧奥林巴斯小儿腹腔
镜尧三维彩超尧数控小儿空气灌肠机等先进设备袁专业的疾病诊断和
治疗水平得到了大大的提高遥
小儿外科成立至今已成功开展小儿外科手术数千台袁 在粤西地

苦味特别大的浓茶提神遥 需要提醒
的是袁这些茶在泻火的同时袁也特
别容易伤胃遥 所以袁老人最好秋天
开始换茶袁改喝普洱袁因为普洱属
于发酵茶袁口感比较平和袁属性也
比较温和袁 可达到养胃的功效袁还
有一定的降血脂功效遥
膳食不合理的危害袁在夏天还
体现不是很明显袁因为老人夏天活
动量小袁但秋天就不一样了袁逛公
园尧登山尧旅游袁都需要很好的体
能袁如果吃不好袁不但容易秋乏袁还
会经常生病遥
秋天是瓜果蔬菜丰收的季节袁
老人应该学会做自己的营养师袁每
天可以吃二三十种食物袁尤其是应
季蔬菜遥
二三十种是很容易做到的遥 比
如早餐袁可以吃两三种主食袁吃点
馒头尧喝点粥遥 馒头可以买金银卷袁
里面是白面和玉米面遥 粥可以是八
宝粥袁 里面放一些大枣尧 小米尧红
豆尧绿豆尧芸豆尧花生尧桂圆等遥 再配
上小素菜袁里面有洋白菜尧萝卜条遥
吃炒肉片袁 放些胡萝卜丝尧洋
葱丝等遥 素菜也可以做成什锦菜袁
将紫甘蓝尧西兰花尧绿豆芽煮熟袁加
上黑木耳凉拌遥 当然袁还不要忘记
吃蘑菇袁荤菜和素菜里都可以加一
些香菇丝尧金针菇尧口蘑等遥
晚餐可以简化袁吃包子尧喝八
宝粥遥 包子馅应该最讲学问袁不要
搞成纯肉的袁 要让肉从主角变配
角遥 也不要总是鸡蛋加西葫芦或鸡
蛋韭菜袁买上几种干蘑菇袁拌馅之
前用水发好袁切碎袁再加上一些腐
竹袁配上一点肉袁这样袁包子里面就
有七八种食物了遥

秋季运动六大注意事项
比起炎热的夏季来说袁 更多人
喜欢在凉爽的秋季进行运动遥 但秋
季容易在运动中受伤袁务必注意遥
1尧做好充分热身运动
人的肌肉和韧带在秋季气温较
低的情况下会反射性地引起血管收
缩和黏滞性增加袁 而关节的活动幅
度减小袁韧带的伸展度降低袁会增加
秋季运动受伤的风险遥因此袁在运动
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袁 在肌肉进
入运动状态后再开始运动遥
2尧注意补水
相比炎热的夏季袁 秋季则凉爽
许多袁 人们在运动后出汗量也会减
少遥 但是秋天干燥袁皮肤失水变多袁
加上运动本身排汗袁 秋季运动补水
可不能少遥 运动前 2 个小时先喝约
500 毫升白开水袁 提高机体的热调
节能力袁给肾脏代谢充足的时间袁将
体液平衡和渗透压调节到最佳状
态遥 之后袁在运动过程中也要适量补
水袁防止脱水现象遥 要注意的是袁运
动后不宜马上喝水袁一般在 5 至 15
分钟后才可喝水袁 且不要一下喝太
多袁要慢慢喝遥
3尧运动不宜过度剧烈

由于秋季人的关节活动幅度减
小袁并且柔韧性减弱袁所以不宜做剧
烈运动遥 无氧运动和一些强度高的
力量训练容易引起身体不适袁 因此
建议在秋季以耐力性的有氧运动为
主遥
4尧多做户外运动
秋季天气凉快袁空气也好袁相比
室内运动袁多做诸如爬山尧骑车尧跑
步等户外运动则更有乐趣遥 这些户
外有氧运动不仅能够帮助你减少脂
肪袁 还能放松心情袁 提高工作的效
率遥
5尧空腹不宜晨运
运动需要消耗能量袁 但早上醒
来袁人体储存的能量并不多袁所以需
要进食遥 如果不及时进食袁长时间空
腹运动袁就会造成肝糖原贮备不足尧
血糖大量消耗袁导致低血糖袁继而可
能出现头晕尧心慌和眼黑等症状遥
6尧运动后应控制饮食
人在运动过后普遍会感觉饥
饿袁 但这时如果没能克制住自己而
大量进食的话袁 就会使所有努力白
费遥 但如果实在想吃东西袁可以选择
水果或蔬菜遥

生
蔗尧荸荠尧银耳等遥
此外袁 有些人在秋季肠胃易
遭罪袁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钥 腹泻严
重时袁可当天禁食并适当禁水袁但
必须急诊静脉输液或在医生指导
下用淡盐水尧 补液盐调整身体电
解质袁 以免发生脱水及电解质紊
乱遥 如果腹泻减缓或较轻袁但经常
有明显肠鸣音或稀便袁 在医生确
诊后可食用米粉尧藕粉尧稀玉米面
粥尧无油鸡汤尧米汤遥

区处于领先地位袁创造了廉江市多个第一袁特别是小儿腹腔镜手术袁
为廉江独家袁多种小儿外科疾病及手术术式为廉江市首例袁其中包括
小儿阴茎整形渊隐匿性阴茎矫形术尧先天性尿道下裂卷管成形术尧阴
茎弯曲矫正术等冤尧先天性肛门闭锁渊低位冤肛门 1 期成形术尧先天性
肛门闭锁渊高位冤1 期造瘘术尧Pena 术及造瘘回纳术尧先天性巨结肠经
肛门 Soave 巨结肠根治术尧先天性膈疝修补术尧新生儿肠闭锁尧先天性
幽门肥厚尧坏死肠等袁均取得成功袁随诊生活质量良好遥
医护人员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尧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廉江市科学技术协会

供稿

院尧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尧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上级医院小儿外
科专业进修学习袁并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袁作为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
廉江市人大常委会
心尧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技术指导点袁小儿外科所采用的手术
廉江市新闻中心 宣
术式是目前较先进的手术术式袁 特别是小儿腹腔镜手术具有手术安
全尧切口小尧创伤小尧出血少尧恢复快尧术后美观等优点袁并结合小儿多
动尧不配合的特点袁采用静脉全麻及切口皮内缝合渊免拆线冤等技术袁
深受广大患儿家长的好评遥
渊作者系中共廉江市委党校副校

小儿外科服务热线院渊0759冤6608986
长尧政法讲师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