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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应酬高峰将至

要要管管好好嘴嘴也也要要防防““悲悲催催””
相关链接

五种食物
助于解酒

近日，34岁的陈先生左边
眼睛突然看不清东西，行走困
难，家人将他送到德州市中医
院。经检查，陈先生患上高血
压性脑出血。德州市中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医师田兆禄称，高
血压性脑出血热有5个早期信
号，患者及家属一定要重视。

“高血压性脑出血早期信
号主要表现为：突然面部或肢
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甚或
失语；突然出现没有原因的严
重头痛；突然行走困难、身体
不能平衡等；突然一侧或双侧
眼睛看不清东西；突然昏迷。”
田兆禄称，近来由于气温较
低，人体受寒冷刺激后，血压
升高，易使原本脆弱的脑血管
破裂而引发脑出血。

田兆禄提醒，很多年轻人

在发病时并不当回事，觉得休
息一下就好，从而错过紧急救
治的最佳时机。其实，早发现
及早治疗效果最好，若是时间
太长会增加中风并发症和后
遗症的风险，甚至会夺命。

平时，高血压就要谨遵医
嘱，按时服药，重视血压的检
测，最好每天都测量一次血压。
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于激
动。“饮食要注意低脂、低盐、低
糖。”田兆禄建议，切勿过量饮
酒。在冬季，要注意保暖，老年
高血压患者应尽量减少外出，
睡前宜用热水泡泡脚等。

“预防便
秘也是很重
要的一点。”
田兆禄称，排
便用力，极易

使脆弱的小血管破裂而引发
脑溢血，可多吃一些富含纤
维的食物预防便秘。

(左天普 张琦伟)

格专家连线：
德州市中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主任医师 田兆禄
从事神经外科二十七

年，先后在齐鲁医院、北京天
坛医院进修学习，师从于全
国著名专家教授。擅长颅脑
损伤的救治，高血压脑出血
的手术及微创治疗，脑瘤的
手术治疗。
坐诊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天冷易诱发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性脑出血热5个早期信号要重视

德州市中医院
东院区地址：天衢东路1165号 电话：2725066
西院区地址：东方红西路461号 电话：2220500

过年，是一条长而柔的
线，系着漂泊的人们，不管相
隔多远，都要回家和亲人团
聚……

春节是回家团圆的日
子，在外打拼了一年的自己，
在家人的期盼中纷纷踏上了
归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
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人们
对幸福和爱有了更深层次的
认识。在今天，健康已经被人
们放在幸福因素的首位。没
有健康，一切无从谈起。把健
康的自己带回家，是亲人对
你最基本的渴望。

女人是社会的半边天，女
性的健康关系到家庭的稳定
与和谐。在羊年春节来临之
际，德州时代妇科医院推出了

“5元妇科查体”活动，帮助广
大女性排查身体“雷区”，用健
康的身心迎接未来！

目前，许多女性朋友纷纷
拨打德州时代妇科健康专线
咨询，想趁春节前给自己做个
全面的体检，同时把一些依附
在身体中的妇科顽疾彻底清
除。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的健
康可以给家庭带来幸福美满。

权威妇科专家指出：如
果发生外阴瘙痒或白带增多
症状时不要讳疾忌医，要及
时诊治，千万不要自己乱用
药而耽误病情。一些女性羞
于就医或者讳疾忌医，经常
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妇科
疾病会影响女性的身心健
康，因此除了生活中多加注
意外，还要坚持定期到正规
专业妇科医院进行检查，因
为很多妇科病在早期并没有
症状出现，通过体检都可以
早发现、早治疗，定期妇检是
女性健康的“保护伞”。

带上健康的自己回家过年

德州时代妇科医院建
筑面积近8000平米，坐落于
德州市德城区中心地段，地
理位置优越。开设计划生
育、妇科体检、妇科炎症、宫
颈疾病、妇科整形、妇科肿
瘤、女性不孕及乳腺疾病八
大专业科室。医院在发展过
程中，与北京、山东众多知
名医学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拥有北京、济南、青岛等地
30多名专家、教授定期坐
诊。开展全程导诊、私密问
诊，精细化管理、女子家园
式温馨护理，值得女性朋友
的信赖和健康托付。

了解更多女性健康问
题，您可拨打咨询电话：
0 5 3 4 - 5 0 1 2 3 4 5 或 Q Q ：
1205346699进行相关咨询。

格相关链接

年关将至，众多的聚餐邀
请也纷至而来。在会亲访友、
享受美食的同时，健康成了很
多人担忧的问题。还有很多职
场人在年底长期处于高压状
态，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和放
松。对此，健康专家提醒市民，
节日期间更要注重健康饮食，
暴饮暴食及过度饮酒都要避
免，保持身心健康。

饭局不断暴饮暴食
当心患急性胰腺炎

每到节前，因频繁应酬导

致疾病的患者都会明显增加，
轻则出现消化不良，重则导致
酒精性胃病、胃出血、急性胰
腺炎等，甚至丢掉性命。

德州市一医院肝胆外科
专家称，酒后有的人会出现上
腹剧烈胀痛伴呕吐症状，多数
患者以为是胃病，其实有一部
分是由于急性胰腺炎引起。每
逢年底，胰腺炎患者会有所增
加，少数特重症胰腺炎可能会
有生命危险。

该专家建议，防范胰腺

炎，首先要避免暴饮暴食、适
度饮酒，有酒精性胰腺炎病史
的患者应避免饮酒，其次要多
食蔬菜水果。

职场压力大
要防情绪感冒

假期有些人忙于应酬，也
有人仍在紧张的工作，甚至有
职场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得
不到充分的休息和放松。

健康专家称，长期的工作
压力，自己如调节不好，就容
易会出现焦虑状态。情绪焦虑

大致可分为初期、中期、后期。
初期患者虽病，但饮食如常，
脾胃受伤不重。中期患者病程
较长，出现胃肠不适等诸多病
症。后期患者往往脾伤日久，
肺、胃、心、肝均已亏损。

针对不同程度的焦虑，专
家建议：年终聚餐要适度，短
时间里饮用大量的酒精，会使
中枢神经系统负担过度；选择
一种易于坚持的运动，有乐趣
的运动可以唤起愉悦情绪。

(王乐伟)

“三七”不是人参却胜比人参

买买点点““三三七七””春春节节回回家家孝孝敬敬爸爸妈妈
从植物学的角度讲，三七与人

参是一个家族的成员，都是五加科
多年生草本植物，但人参生长于我
国的东北地区，而三七却生长在我
国的西南地区，主要产于我国云南、
广西等省，以云南文山地区所出产
的三七质量最好，为地道药材。三七
为多年生植物，其药效与生长年龄
密切相关，生长期至少要在3年以
上，生长5年以上者质量较优。《本草
纲目拾遗》称：“人参补气第一，三七
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故人并称
人参三七，为药品中之最珍贵者。”

“平时听周围人提三七提的比

较多，但是没有实实在在见过实物。
只是听说三七有很多药效。”家住德
城区的张先生说，前段时间想着给
父母买点三七粉用一下，结果到家
门口的药店问过一次，但是最终还
是不大放心，就没有买。看到这次齐
鲁晚报·今日德州组织有农户自产
自销的三七在售，决定先买些试试，
买回家送老人，是一份孝心。

除了张先生前来咨询购买，不
少年轻人打来电话询问，并纷纷表
示，过节都要给父母买礼物，不如
买些实用的东西，带些三七回去，
既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又给父母带

去健康，两全其美。
“如果大家不大了解三七，那

么扬名中外的中成药‘云南白药’
和‘片仔癀’，大家一定都听说过，
它们就是以三七为主要原料制
成。”工作人员介绍，三七药效很值
得大家去深入了解。

据专家介绍，三七可以降血压、
降血脂、双向调节血糖，它能扩张血
管产生降压作用，具有阻断甲肾上
腺素所致的Ca2+内流的作用。三七
在消化道内同脂类结合形成不易吸
收的物质，防止脂质在血管内沉积
从而保护内膜，减少损伤，防止动脉

硬化，降低血脂水平，特别是三酸甘
油酯含量明显降低。三七对血糖的
影响取决于动物的状态和机体血糖
水平，可升高或降低血糖水平，具有
自动双向调节血糖的作用。

三七还能预防和治疗心脑血
管疾病。中医以三七作为活血化瘀
药物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取得显著
疗效。此外，三七有活血作用，可以
扩张心脏血管，增加冠脉流量，抑
制血栓形成，抗血小板聚集，并可
以溶解已形成的血栓，增加营养性
心肌血流量。同时，三七能够降低
动脉压，略减心率，从而明显减少

心肌的耗氧量，可用于治疗心肌缺
血、心绞痛及休克。

另外，提高人体免疫力、抗衰
老、抗肿瘤也是三七的功效。三七多
糖是促进免疫的有效成分，能促进
巨噬细胞的功能。三七可提高血清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还原型谷胱
甘肽(GSH)，过氧化氢酶(CAT)水
平，具有较强的抗自由基氧化作用。
三七通过直接杀死肿瘤细胞，抑制
肿瘤细胞生长或转移，诱导肿瘤细
胞凋亡，或诱导肿瘤细胞分化使其
逆转，增加和刺激机体免疫力功能
等多种方式起到抗肿瘤作用。

到了年底，少不了应酬，应酬上
必然少不了酒。喝酒虽然畅快，但是
醉酒往往让人没那么舒服，其实最简
单的解酒方式，除了醒酒药，还有吃
一些能够解酒的水果。

小酌怡情，过量伤身。如果不小
心饮酒过量，往往容易导致头痛、眩
晕等多种不适。美国“福克斯新闻网”
刊出美国营养学家莫妮卡·雷纳格尔
博士总结出的“最解酒的5种食物”：

鸡蛋。鸡蛋中富含半胱氨酸，具
有解毒作用。《内科医学档案》杂志刊
登的一项研究发现，鸡蛋中丰富的B

族维生素可缓解宿醉。
生姜。酒后吃点姜可刺激和恢复

消化系统，缓解便秘、胀气和消化不
良等不适症状。

番茄汁。饮酒之后，肝脏负责分
解酒精以保持血糖稳定。血糖是大脑
的主要能源，血糖过低容易导致疲
倦、乏力、情绪低落。此时喝一杯番茄
汁可补充糖分，减轻醉酒后头痛等不
适感，番茄汁中的番茄红素还具有抗
炎属性。

香蕉。饮酒过量之后，身体细胞
缺水，小便更多，血钾水平降低，进而
容易导致肌肉乏力、血压升高等现
象。这时吃1~3根香蕉可以补充钾，增
加血糖浓度，降低酒精在血液中的比
例。

芦笋。韩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在
饮酒及醉酒后吃点芦笋可以解酒护
肝。芦笋提取物可提高能够分解酒精
的多种酶的水平，减轻宿醉症状，保
护肝脏细胞免受酒精毒素的侵害。“三下乡”

2月2日，德城区卫生计生局到黄河涯镇组织开展计划生育“三下乡”活动，活动中发放了单独两
孩、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群众关心的计生方面的政策宣传页，还有艾滋病和慢病防治
知识宣传页等，吸引不少群众驻足。 本报通讯员 陈霞 周建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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