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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风采
肿瘤医院放射诊断科
主任医师李文涛

小寒节气防病养生攻略

讲座与咨询

! ! ! !李文涛，肿瘤医院放射诊
断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研
究生院获博士学位，!""&年第
二军医大学博士后出站，成为
国内首批专攻肿瘤介入治疗的
博士后。现任中国抗癌协会肿
瘤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
抗癌协会介入专业委员会常
委，上海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
员会委员。他善于进行全身各
个脏器肿瘤的多种途径的介入
治疗，擅长复杂的肿瘤合并症
的介入治疗，如：梗阻性黄疸的
'()*!支架治疗，肝癌合并门
脉高压的治疗，消化道和泌尿
道的良、恶性狭窄的介入治疗，
肿瘤合并血管病的介入治疗
等。在全身多部位、脏器占位的
穿刺活检，恶性肿瘤射频消融
治疗，恶性肿瘤骨转移的骨水
泥治疗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专业
特色。特需门诊：星期二上午；
专家门诊：星期四下午

! ! ! !

市六医院：
+! 月 $" 日周一

上午 ,-$"，脑血管疾病的防治，由
住院医师宣讲团成员主讲；+!月
$+日周二下午 !-""./-""，抗糖达
人———评选揭晓，阚凯（内分泌代
谢科主管护师）；宜山路 0""号门
诊 +&楼报告厅。

! ! ! !民间有句谚语：“小寒大寒，冷
成冰团”。!"+/年 +月 &日是“小
寒”节气，也是新一年的第一个节
气。“寒”即寒冷的意思，表明已进
入一年中的寒冷季节，古人认为，
此时天气寒冷，但还未到达极点。
小寒过后即进入最为寒冷的“三九
天”，在养生保健方面有什么好的
方法呢？

饮食保养法则。中医认为寒为
阴邪，最寒冷的节气也是阴邪最盛
的时期，从饮食养生的角度讲，要特
别注意在日常饮食中多食用一些温
热食物以补益身体，防御寒冷气候
对人体的侵袭。常用补药有人参、黄
芪、阿胶、冬虫夏草、首乌、枸杞、当
归等；食补要根据阴阳气血的偏盛

偏衰，结合食物之性来选择羊肉、狗
肉、猪肉、鸡肉、鸭肉、鳝鱼、甲鱼、鲅
鱼和海虾等，其他食物如核桃仁、大
枣、龙眼肉、芝麻、山药、莲子、百合、
栗子等。以上食物均有补脾胃、温肾
阳、健脾化痰、止咳补肺的功效。当
然对体质偏热、偏实、易上火者应注
意缓补、少食为好。

起居要保暖。小寒是一年中最
冷的节气之一，此时在起居上一定
要注意保暖。“中医认为‘寒性凝滞，
寒性收引’，天气寒冷，则关节痛、颈
椎病甚至是心脑血管疾病都容易发
病。”保暖是第一要务，尤其是对肩
颈部、脚部等易受凉的部位要倍加
呵护。对于老人家，则在保暖的同时
还要注意通风，密切防范心脑血管

疾病的发生。
锻炼因人而异。小寒节气正处

于“三九”寒天，是一年中气候最冷
的时段。此时正是人们加强身体锻
炼、提高身体素质的大好时机。但要
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切不可盲目，
即使身体强健的人，也要讲究一下
锻炼的方式和方法。可每周参加 !"

$次的健身运动，如游泳、打网球、
打保龄球等。平时生活中要经常散
步、慢跑、做操等。另外，还应注意室
内通风，外出注意保暖，防止呼吸道
疾病的发生。

小寒节气食谱推荐。喝粥既能
暖身又易消化，小寒时节为您推荐
几款养生滋补粥。羊肉性温热，系高
蛋白、低胆固醇食品，冬季常食羊肉

粥可益气补虚、温中暖下，还能益肾
壮阳。最适宜贫血、慢性胃炎及虚寒
症患者食用。核桃仁热量高，含丰富
的亚油酸，有补脑养血、养胃健脾、
补肾壮腰之功效，适合肾虚畏寒、腰
膝酸软无力者食用，还可辅助治疗
慢性胃炎及慢性结肠炎。韭菜内含
有大量的维生素 1、2、)和钙、磷、
铁等物质。熟韭菜甘温补中。经常食
用韭菜粥可助阳缓下、补中通络。适
合背寒气虚、腰膝酸冷者食用。适合
于病后体虚，或畏寒食滞、便溏泄泻
的老年人食用。经常食用人参粥，对
心肌营养不良、冠状动脉硬化及心
绞痛、心律失常等症患者有良好的
防治作用。

杨生

! ! ! !“凡婚后未避孕、有正常性生活
一年未孕，则称之为不孕症。”市六
医院副院长、生殖医学中心陶敏芳
教授在 +!月 !+日该院举办的“关
爱不孕不育”咨询活动上表示，不育
症指的是怀孕和生育后代能力降低
的状态，包括能怀孕但未能获得活
产，女性可能包括排卵因素、输卵管
因素、子宫宫颈等因素。据悉，每月
下旬，市六医院都会举行“关爱不孕
不育”咨询活动。

据悉，小夫妻不孕不育问题已
经成为了焦点，但他们羞于看病，
前来代为看病咨询的很多都是父
母。专家指出，婚前、孕前检查必不
可少，男性也应做好孕前检查。多
项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不孕不
育夫妇中，女方因素占 /%.&&34男

方因素占 !&./%3，男女双方共同
因素占 !%.$%3，不明原因的约占
#%3。专家指出，如今不孕不育症很
常见，须寻找原因，对症处理。据陶
敏芳教师介绍，在已婚的夫妇中，
不孕不育症发生率约 #&3，而其中
由男性因素引起的不育症占到其
中的 &%3，“男性也应该做好孕前
检查”。
陶敏芳教授指出，随着“单独二

孩”政策的出台，育龄夫妇更应该对
孕前检查加以重视。孕前检查时机
最好在有计划怀孕前三到六个月进
行。女性做孕前检查的最佳时间是
月经期完全结束的三至七天。

图为咨询现场陶敏芳教授（右）

正在解答疑问

陆翔 摄影报道

重视孕前检查 为优生优育护航

编辑部同志：

我是徐汇区老龄学校的一名退休员工，退休后和爱人老杜享受着

安乐的晚年生活。我爱人杜广荣今年
0,

岁，不幸事故造成颅脑大出血，

生命垂危，在多家医院不愿接收之时，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秉承“以病

人为中心”的人性化服务理念，以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将老杜收入医

院，不辞劳苦工作，一次又一次进行检查、治疗，急病人之所急，及时缓

解稳定了我爱人的病情，抢回了我爱人的生命。

在医生们的不懈努力和全力以赴下，用他们精湛的医术和真诚的

爱心，对我爱人给予热情细致的治疗。除了每天早晨
5

点查房外，他们

还多次到我爱人病床前了解术后反应。当发现老杜由于左脚摔断导致

腿部已经感染到骨头里时，医生们立即落实相应对策，每天坚持用纱布

一点点的清理脚腕上的脓肿，在他们的精心护理下，足足坚持了
/$

天，

才使得我老伴的左腿免于被截肢。

护士长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到病房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护士们坚持

零距离服务，每天推拿疏通血液循环，细心周到。所有医生随叫随到，有

时深更半夜还来到病房治疗。许多作为家属的我都没有想到的、没有做

到的，他们都想到了、做到了。在这里医务人员用实际行动为“关爱患

者，从细节做起”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在日常护理工作中，在护士长的带领下，二楼
6)7

护理团队以最

真诚的爱心为我们排忧解难，给了我们亲人般的关爱和帮助，在治疗护

理过程中一丝不苟、尽心尽职、尽心尽力，大大减轻了我老伴的痛苦和

继发感染。在这么多个辛苦的日日夜夜里，白衣天使不辞辛劳，不怕脏

不怕累，让我永远记住了他们疲惫工作不喊累的身影。

我们永远不忘他们给予的这份“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救命恩情。

在这里，我最需要感谢的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的这些无私奉献的白衣

天使们！

患者杜广荣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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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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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感谢信

! ! ! !您经常疲乏、焦虑么？您是否常
有头痛、失眠心慌、胸闷、注意力不
集中现象？您是否感到自己的理解、
判断能力降低、性欲减退乃至社交
障碍？而出现这些症状后去医院就
诊常常得到的结论是“您没什么
病。”使您身心陷入痛苦之中还莫名
其妙。其实这样的人往往正处于亚
健康状态。
亚健康状态一般是指机体无明

确的疾病、却呈现活力降低，各种适
应能力不同程度减退的一种生理状
态。
研究证明：环境污染、不良嗜

好、生活缺乏规律、人际关系紧张、

经济压力大等等多种因素，都是形
成亚健康状态的原因。

中医养生学源远流长，“治未
病”的经验十分丰富。冬令进补，中
医膏滋药独具“增强体质，补虚疗
疾”的优势，它将是防止亚健康的最
佳方法。合理使用膏滋药，对亚健康
状态的人来讲，可以达到增强抗病
能力、提高免疫功能，从而有利于疾
病症状的趋向好转和痊愈。时值冬
季将临之际，正是亚健康状态人群
进行调养的大好时机。
先哲培根说的好：养生是一种

智慧，非医学规律可以囊括。在自己
观察的基础上，找出什么对自己有

益，什么对自己有害，乃是最好的保
健品、长寿的最好处方。相信随着人
们对亚健康的逐渐认识及生活水平
的提高，民众对健康投资必将有更
高的需求，而具有中医传统特色的
膏滋药、必将成为最受欢迎的补虚
疗疾的方法。

（作者系龙华医院中医内科副

主任医师周英豪，膏方门诊时间：周

一下午）

亚健康吃膏方有用吗？

! ! ! !人的双脚离心脏最远，血液供
应少，所以有“寒从脚起”的说法。
中医非常重视足部保健，认为足

部连接全身各处器官，保证足部血液
畅通是身体健康的有效保证。到了冬
天很多人的手脚冰冷，特别是老人，
妇女和儿童，长时间坐着学习，看书，
使用电脑的人也容易足部冰冷。长时
间的足部冰冷对健康非常不利。

中医学认为：脚是人体的第二
“心脏”，健身先健足，足健体自壮。

脚的保暖关
键在锻炼和穿好
鞋袜。孩子冬天
最好穿棉袜和棉

鞋。冬季湿冷地区可穿着抗冻疮袜，
因为湿度能加剧双脚的温度散发，造
成微血管痉挛、供血受阻和组织坏
死，形成冻疮。抗冻疮袜有防止微血
管痉挛和保持血液循环畅通的作用。
另外冬季穿的袜子、鞋垫和棉鞋等应
经常烘晒，只有鞋袜干燥，才能保暖。
寒冬时节要注重护足。常言道：

“养树护根，养人护脚。”冬季寒潮来
临之时有些人的手、耳尤其是脚往
往会产生冻伤。由于脚部组织缺少
脂肪，自身保暖性能较差，毛细血管
极易发生痉挛，出现紫斑、水肿、奇
痒、疼痛等症状。严重的可发生破
溃，所以注重对脚部的保护，是保障

冬季身体健康的一项有效措施。
手脚寒冷，用热水烫脚会感到

全身舒服，此法医学上谓之“脚浴”。
脚部受寒能反射地引起上呼吸

道感染、胃寒疼痛、冻疮、静脉炎等。
只要坚持每天温热水洗脚并用手指
按摩一定穴位，则可达到增强体质、
防病治病的良好作用，若持之以恒，
可望益寿延年。
中医经络学说认为，人体的五

脏六腑在脚上都有相应的穴位，脚
底是各经络起止的汇聚处，脚背、脚
底、脚趾间汇集了很多穴位；有的科
学家还认为脚是人体第二心脏，脚
掌上有无数的神经末梢与大脑相
连，洗脚时浴时用双手在温水中按
摩脚心、脚趾间隙，能使大脑感到轻
松、舒畅。 饶先华

寒从脚起 冬季应注意脚部保健

! ! ! !

后记：收到感谢信后，笔者与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进行了联系，并

前往医院与患者家属进行了交流，由于二老的退休工资有限，领养的孩

子基本不与他们来往，因此，院方最大限度地给予医疗费用的减免。看

着老伴逐步康复，杜老伯老伴的情绪已经逐渐平稳，谈到蓝十字医院的

医生，她却满含热泪，并表示也给区卫生局写了表扬信，希望让更多人

指导有这么好的医院、这么好的医生。 晓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