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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之秋
当心“老毛病”来烦你

!xyz{

便秘患者少吃熟板栗
此外#生板栗虽爽
口却难消化# 有胀气)
消化不良的人要少吃

秋季板栗上市，板
栗味甘性温，有益气补
肾、健脾补肝、调理肠
胃之功效，
尤其适合肾
病者食用。因而，板栗
烧鸡、
板栗鸡汤都是应
秋季的美味食品。需要

提醒大家的是，熟板栗
易滞气积食，秋季有便
秘问题的人要少吃不
然会加重便秘症状。此
外，生板栗虽爽口却难
消化，有胀气、消化不
良的人也得控制着吃。

糖尿病人常梳头好处多
秋天梳头还能疏
通头部经脉# 让血液
顺畅#缓解!秋乏"

) (ABCU4MVO WXYZ[\]^L

昨日是 !重阳
节"#秋高气爽$ !%今
晨 ! 点&社区文化节"
在翠苑社区 '老市委
大院( 内举办了形式
多样的庆祝活 动#向
老人们献爱心$ 活动
现场#!晨报健康顾问
团" 携手市中医医院
保健科) 消化科专家
现场为市民义诊$ 来
自翠苑社区) 南通路
社区和塔山社区的
"## 多 名 老 人 闻 讯 赶
来$
秋季本是多事之
秋# 也是各种疾病的
高发期# 有哪些疾病
在这个时节容易侵扰
健康* 秋冬之交养生
保健又该注意什么*
这些健康问题都是现
场居民咨询的热点#
专家一一进行了解
答$

眼下已经进入深秋季节，
天气越来越冷，昼夜温差也很
大。昨日现场，几位老人都是
气喘嘘嘘地赶来看病的。“我
最近感冒了老咳痰，吃了药也
不见好，现在老是胸闷，有时
还胸疼，怎么回事？”住在南
通路社区的 60岁的张大姨询
问大夫。市中医院保健科副主

任医师宋志芳经过检查，发现
老人有肺炎的症状，建议她去
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感冒、肺炎、老慢支、哮
喘这些病在秋冬季节容易复
发。”宋志芳介绍说，最近医
院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有增多
的迹象。不仅是老年人，还有
一些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年轻

人感冒的也很多，有些人稍不
注意就发展成了肺炎。医生提
醒说，要想预防感冒不妨吃点
“ 小 草 药 ”， 中 医 有 一 个 叫
“玉屏风散”的方子：黄芪、白
术、防风，适当吃点这些小草
药，有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
的效果。

俗话说 “千过梳
头，头不白”。现代研
究表明，
经常梳头能加
强对头皮的摩擦，疏通
血脉，
改善头部血液循
环，使头发得到滋养，
乌黑光润，牢固发根，
防止脱发，
还能聪耳明
目，
缓解头痛。
随着秋季的来临，
女性糖尿病患者尤其
需要经常梳头。《黄帝

内经》 记载：
“春夏养
阳，秋冬养阴。”梳头
则是养阴的重要方式
之一。头部穴位丰富，
梳齿经常按压、刺激头
部穴位，就可以提升女
性体内的阴气，达到保
健养生的目的。除此之
外，秋天梳头还能疏通
头部经脉，让血液顺
畅，缓解人体“秋乏”
现象，
提高思维能力。

吃的油腻脾气变大
油腻的食物会影
响大脑中某些化学
物质的产生# 从而使
人情绪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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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翠苑社区的马奶奶
最近不知什么原因老是消瘦，
可把儿女急坏了。听说有专家
来义诊，
老人赶紧过来问问。
经过仔细询问和检查，市
中医院消化科主治大夫王振
波认为老人消瘦的原因应该
是“胃下垂”老毛病惹的祸，
而且听到老人说自己吃完饭

就开始忙东忙西，专家摇摇头
表示不赞同。“虽然说吃完饭
不建议立即躺下，但是也不要
着急做事情，这样容易影响胃
部消化。”专家表示，秋季又
冷又燥，一些老胃病容易复
发。最近胃溃疡、胃糜烂的患
者也不少，多是饮食不规律的
年轻人。医生提醒说，如果出

现胃疼、黑便的情况就要警惕
了，很有可能是胃溃疡犯了。
医生建议成年人，不要忽
视胃部保健，有个好胃才能有
个好身体。饮食上要注意定时
定量，吃完饭不要做剧烈运
动，也不要立即躺下，稍微走
动一下，适量活动还是有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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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滋补，来春打虎”，
到了深秋季节，很多人喜欢吃
点补品增强体质，不过现场专
家却指出秋冬进补并非人人
适宜，补不好甚至威胁健康，
养生滋补也得辩证施治、量身
定做。昨日来看病的张奶奶就
是个例子。老人儿女很孝顺，
给 张 奶 奶 买 了 不 少 海 参 、鲍

鱼、鸡汤等等，让她和老伴每
天吃，结果二老一个吃得口舌
生疮，一个吃得血脂高了。
宋志芳介绍说，秋冬季节
天气干燥，容易内火旺盛。这
个时候一些老年人狂吃补品
就容易出现张奶奶这样的情
况，特别是血压高、血脂高的
患者更不能大补特补。随着天

气变冷，活动量少，过食补品
还容易导致体重上升，从而引
起血脂偏高。
专家建议，老年人到了秋
冬季节，还是应该多吃瓜果蔬
菜、清淡饮食，适当吃点海参
也是不错的，但是对于身体强
壮者、脾胃虚弱者，服用补品
一定要注意适量，别补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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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我每次染完头发
后，老是眼花，有时还心慌浑
身没劲。”昨日一位老大爷前
来咨询，看着年轻人染发也没
出现这样的问题，他很是纳
闷。
现场专家建议老人到医
院做进一步检查，并停止染
发。“医院接到过类似病号，
有的已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

有的甚至有往白血病方向发
展的可能。”宋志芳介绍说，
这些老人染完发后都不同程
度地出现了浑身没劲、心慌、
皮肤和牙龈出血的症状。到医
院检查，发现了贫血等血液问
题，
“有一位老人一年要染十
几次头发，后来检查发现她的
血色素只有 4克多，是正常人
的三分之一。”

123记者 邹牧村 摄影报道

专家说，老年人白发是一
种自然现象，千万不要为了爱
美就过量染发。目前市面上有
一些染发剂、染发膏含有不同
程度的化学物质，染多了危害
健康。她建议成年人尤其是老
年人一年最多不要超过三次。
当出现一些不适症状时除了
停止染发还要尽快到医院就
医。

澳大利亚的科学
家对数百名参试者进
行了长达 1年的跟踪
调查。其中一组人员食
用高脂肪低碳水化合
物饮食，
另一组则主要
吃碳水化合物低脂肪
食物。
研究人员在研究
刚开始、8周后、24周
后及一年后分别对参
试者的抑郁、焦虑、愤

怒及疲劳等情绪变化
进行全过程跟踪记录。
结果发现，虽然参试者
摄入的热量一样，
但情
绪差别却很大。吃的油
腻的人更容易发脾气、
愤怒以及焦虑。研究人
员解释，油腻的食物会
影响大脑中某些化学
物质的产生，从而使人
情绪不稳定。

吃辣时喝酸奶不上火

山楂)葡萄 )柚子
也有去火的作用

吃辣菜，主食最好
选粗粮，
因为其膳食纤
维含量丰富，可预防由
肠胃燥热引起的便秘。
玉米或白薯就是不错
的选择。再次，要多喝
水或汤。尤其，喝杯酸
奶或牛奶，
不仅可以解
辣，同时还有清热作
用。
最后，爱吃辣的人，

餐后宜多吃酸味水果。
酸味的水果含鞣酸、纤
维素等物质，能刺激消
化液分泌、加速肠胃蠕
动，帮助吃辣的人滋阴
润燥。吃点苹果、梨、石
榴、香蕉，或吃些山楂、
葡萄、柚子，都有去火
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