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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叶粥

艾叶的药用价值

! ! ! !乳房大致分为皮肤、脂肪等皮
下组织、乳腺三部分。以乳头为中
心，#&'!( 个乳腺叶呈放射性排列
的部分是乳腺。乳腺叶内包括乳管
和分泌乳液的小叶。小叶分泌的乳
液通过小乳管输送到乳头。乳腺
癌中的癌细胞通过反复分裂实现
生长。
乳腺癌产生于乳管和小叶的上

皮细胞，首先在此处分裂生长，乳腺
癌细胞停留在乳管管壁（基底膜）内
测的状态时，是非浸润性癌，是没有

生命危险的早期阶段。癌细胞突破
基底膜，扩散到周围组织，就进入被
称为浸润性癌的阶段，开始浸入淋
巴管和血管，容易出现向其他脏器
的远处转移。最常见的转移部位就
是肺、脑、肝脏、骨头。

乳房哪些表情需要警惕乳腺
癌呢？

第一大危险“表情”—肿块单
个、硬、增长快、无疼痛、不活动、腋
窝或者锁骨上包块。
第二大危险“表情”—皮肤变得

粗糙，有乳腺皮肤凹陷呈现酒窝状，
或象橘皮，或者红、肿、热，好像炎症
改变，从局部扩大到全乳房。

第三大危险表情—乳头内陷
（非先天性）、乳头糜烂、溢液（血性
或非血性液体），其中乳头分泌物混
有血液的话可能是疾病，也可能因
为降压药、抗溃疡药、抗抑郁症、安
眠药使用后产生分泌物，若停药后
症状消失，则可以鉴别。 祝利民

（作者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

华医院肿瘤科 副主任医师）

警惕乳腺的三大危险“表情”

! ! ! !艾，又称艾蒿、灸草，早在《诗
经》中就有关于艾的记载，记载了艾
的医药用途。在《五十二病方》、《黄
帝内经》等医书均有艾的记载。民间
也有“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
说法，还有三月三吃艾糍粑，五月五
在家门口悬挂艾草、洗艾叶药浴的
习俗，以避邪去病。

艾叶，味苦、辛，性温，具有温经
止血、散寒调经、安胎的功效。在临床
上，艾叶常常用于治疗下焦虚寒导致
的月经不调、痛经、不孕症、胎动不安
等病症，是妇科常用中药之一。
除了药用外，艾叶也是常用的

食疗佳品。在现在这个季节，还可以
用鲜嫩的艾叶做艾馄饨、艾叶粥等
食用，或用陈艾与鸡蛋做成药膳食
用，适用于下焦虚寒引起的月经不
调、痛经、不孕症、崩漏等人群。比
如，在月经期间或月经干净后，食用
艾叶调配的药膳，如艾叶红糖饮、艾
叶蛋、艾叶阿胶饮等。此外，艾叶对
于虚寒性咳喘的人群也有较好的食
用效果，可以将艾叶与南北杏、陈
皮、枇杷叶等一同调配药膳食用。当
然，将艾叶捣碎，就是我们常用的艾
灸的原料，体质虚寒的人群可以常
常艾灸足三里、气海、关元、三阴交
等穴位，有固本培元的功效。
值得注意的是：艾叶性温，属于

湿热体质、实热或者阴虚火旺的人
禁用或慎用艾叶。

食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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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叶红糖蛋

食材：艾叶（干品）#) 克，鸡蛋
一只，红糖适量。

做法：鸡蛋、艾叶洗净，一同放

入砂锅，加适量清水煮沸，鸡蛋煮熟
后去蛋壳，再入锅煮 *&分钟，调入
红糖，略煮即成。
功效：具有益气血、散寒止痛的

功效。适用于妇女痛经、崩漏、月经
不调或虚寒体质的人群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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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叶红枣粥

食材：鲜艾叶 +)克（干品 *)

克），小米 &)克，红枣 +枚，红糖适量。
做法：艾叶洗净放入砂锅，加适

量清水，大火煮沸，小火熬煎 *&分
钟，去渣留汁。小米淘净，药汁放入砂
锅，加入适量清水、小米及大枣，小火
熬煮至米烂粥稠，调入红糖即成。
功效：具有温经养血、散寒止痛

的功效。尤其适用于有虚寒性痛经、
月经不调、小腹冷痛等症状的女性
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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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叶生姜红糖饮

食材：艾叶 *&克（干品），生姜
+片，红糖适量。
做法：艾叶洗净，与生姜一同放

入砂锅，加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小
火熬煎 &分钟，调入红糖即成。
功效：具有温经散寒止痛的功

效。适用于虚寒性胃痛的人群饮用。
!

艾馄饨

食材：鲜艾叶 $) 克，生姜末 $

克，五花肉 *&)克。
做法：上述用料洗净，一同剁

碎，调入香油、盐，拌匀，做成馄饨馅
料。以白面皮包成馄饨，煮熟食用。
功效：具有益气健脾、散寒止痛

的功效。适用于虚寒体质保健食用，
也适用于脾胃虚寒、慢性腹泻、慢性
咳喘等人群食用。

安徽读者 赵伟

! ! ! ! ,月 !)日上午，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樊嘉、周俭教授率领肝外
科团队进行的复杂肝切除手术正在
通过 -.（虚拟现实技术）直播。#$

号楼 #& 楼会议室中，+) 多名学员
带着便携式 -.设备，如同身临其
境站在手术室中，感受主刀医生视
野，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手术操
作细节；而借助 +$)!全景视野的随
意切换，还能够实时观摩、学习医生
和护士之间、主刀医生和助手之间
以及手术医生和麻醉医生之间的默
契配合。
“传统的外科手术教学方式是

进手术室观摩手术，学员只能在外
围观看，并非最佳视角。”樊嘉教授
介绍，“我们借助 -.技术，不仅让学
员可以全身心投入，产生身临其境
的‘沉浸感’，而且不再需要局限于
规定场所，利用手机 /00和 -.设
备，甚至可以在家里‘躺着’学习！”

作为国内最早将 -.技术运用
于手术直播教学的医院之一，中山
医院早在半年多前已经开始进行筹
备和策划工作。在樊嘉看来，-.技
术用于手术直播的成功尝试，其意
义不仅仅局限于手术技能培训和未
来在医学教学中的延伸应用，在医
患沟通方面，还可以通过更直观的
-.呈现，让患者及家属更好地理
解手术方案，获得充分的知情和选
择的权利。和以往观摩 -.直播手
术不同，今天的会场中坐着几位特

殊的“学员”。“原来这就是我们曾经
经历的。”熟悉又陌生的手术场景，
让老徐感慨万千，和身边几个同伴
一样，他不是医生也不是医学生，而
是曾在中山医院接受肝移植和肝肿
瘤治疗的康复患者。今天，他们第一
次以病人的身份“走进了”手术室，
亲眼看到了医生们曾经一遍遍在纸
上勾画着、讲解着的手术细节。
“一转眼十多年了，从得知肝脏

长了肿瘤的万念俱灰，到樊嘉、周俭
教授等医护人员伸出援手后的重燃
希望，再到进手术室前的辗转反侧、
患得患失，所有的一切，好像就在昨
天。”老徐，这位 #&年前身患 ,厘米
肝癌合并肝硬化的患者，在中山医
院接受肝移植手术后，国内外旅游
探亲访友、参加移植病友运动会，愉
快而健康地生活着。如今他还担任
了上海肝友会会长，并且是活跃在
中山志愿者服务基地的“明星”志
愿者，几乎每周都会来到肝肿瘤外
科病房，为有需要的肝肿瘤患者提
供心理支持和帮助。“手术前最焦
虑恐惧的就是对手术本身、对推进
手术室后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完全
无知。虽然医生们耐心细致地做了
术前谈话，但是隔行如隔山，我和
家里人听得似懂非懂，心里总觉得
没底。”老徐和病友们通过观看 -.

手术直播，填补上了当年麻醉失去
意识后记忆空白的手术室场景，从
手术治疗到生命体征支持，看着那

么多医护人员紧张有序地为一个
患者忙碌，他们感叹最多的两个字
是：“放心”。
周俭教授解释，让病人观摩手

术是医患沟通的一次大胆尝试：“消
除手术本身和手术室的神秘感，让
患者及其家属能有机会看到手术过
程，这也许会是最好的术前谈话。我
们有自信，通过专业严谨的技术操
作和配合默契的团队协作呈现，让
他们放心和安心。当然，针对患者及
其家属的手术内容呈现会有所选
择，手术场景、手术细节我们会更倾
向于通过 -. 虚拟模型的解剖讲
解。”
据悉，技术人员正在致力于骨

骼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内脏
器官等等逼真“复制”的实现，教学
者可以取出人体需要观察的任何部
分，并进行各个角度的展示教学，向
学员充分讲解细微的解剖结构。同
时，在虚拟世界里，利用模拟电子手
术刀、血管钳等手术工具，每一个医
学生都有机会亲手操作“真实”的病
人，临床教学将会出现飞越式的创
新，医学生的学习曲线将被大大缩
短。技术人员透露，目前已建成人体
各脏器的独立模型，所有器官模型
达到手术类型演示要求，大约只需
+个月的时间。同时，现场还首次尝
试了通过微软最新的增强现实设备
全息眼镜 ，查看了患者的影像支持
材料。 齐璐璐

“走进”手术室的医患沟通
中山医院肝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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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直播首次面向“患者学员”

! ! ! ! !)#$ 年 % 月 #$ 日已经进入
“秋老虎”1 秋老虎是指虽然立秋之
后，气候还会回热，就像一只老虎一
样蛮横霸道，所以得名“秋老虎”。据
气象部门介绍，与整个大气环流的
变化有关，今年全国直至 %月下旬
都将会在炎热气候之中，平均气温
仍较高，即使进入 2月份，也常有
“高温天气”出现。用一句话来说：今
年的“秋老虎”，要发威了！
秋老虎的到来，引起气温炎热，

人们往往不适应气候忽冷忽热的差
异，容易出现感冒、上火、燥热等。而
且老人们常说，“秋老虎过不好爱生
病”，其实这句话并不假，现代医生
们也发现，秋老虎这 #(天最容易生
#(种病。

#

、心血管病——— 一不小心要

人命

“秋老虎”这种闷热、高温天气，
会使人体大量出汗，体内水分流失，
血液黏稠度升高，致使发生血栓、心
梗、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同时，
高温环境下人体交感神经兴奋、心
率加快、冠状动脉收缩，增加了冠心
病的发作风险。

!

、中暑———严重的致死率高达

$(3

在“秋老虎”天气，中暑不是什
么罕见事儿。在中暑里面，有一种最
严重的中暑叫做“热射病”，死亡率
高达 $)3，是临床表现最严重、死
亡率最高的中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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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全年高发的时间

很多人都认为呼吸系统疾病易
发在冬季，但数据显示，在“秋老虎”
这种闷热天气里，肺炎等呼吸系统疾
病的发病率高于全年平均水平。尤其
是一些老年人，要特别小心。季节交
替，高温多雨的天气使人免疫力低
下，同时吹风扇、开空调，室内外温差
大导致身体适应性差，是诱发呼吸道
感染、导致肺炎的主要原因。

4

、风燥感冒———嘴巴鼻子干巴巴

秋老虎来了，嗓子、鼻子最先感
到秋意，紧绷绷干巴巴的。由夏入
秋，闷热潮湿的天气变得干燥，也是
风燥感冒的高发期。风燥感冒除了
有一般感冒的症状，即头疼、咽喉
肿、鼻塞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是
“干”，咽喉干、嗓子紧，连咳嗽都是
干咳，没有痰。

&

、面瘫———满脸大汗更易面瘫

“秋老虎”这段时间，还有一个
最高发的疾病———面瘫！早晚天气
变凉，风寒之邪侵犯面部，出现面部
神经炎，即面瘫病症。秋风又被称为
“邪风”“贼风”，这一时间段如果过
度吹风，常常会导致面部神经麻痹，
严重时嘴歪眼斜。

$

、秋痱子———比热痱子更难治

进入“秋老虎”，虽然早晚天气
不那么热了，但不少人身上起了小
疙瘩，额头、大腿上长了小疙瘩———
这就是“秋痱子”。秋痱子比夏天的
热痱子更难治。秋痱子和湿疹很像，
不如夏天的热痱子容易好。俗话说
“春捂秋冻”，这段时间要适当地冻
一冻，才能不生“杂病”。

,

、肠炎———不注意很遭罪

“秋老虎”这段时间，人体消化功
能变弱，自身的抵抗力和对气候适应
性下降；同时，闷热的天气适宜细菌
的繁殖，因而腹泻、肠炎成为“秋老
虎”最常见的消化道系统疾病。

%

、红眼病———一人感染全家遭殃

红眼病又称急性出血性结膜
炎，是“秋老虎”时节最容易出现的
眼部疾病。一人感染红眼病全家遭
殃。“红眼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
过接触传染，如果家中有人感染红

眼病，那共用毛巾、手帕、脸盆、水等
都会导致家人感染。甚至与红眼病
人握手后再揉擦眼睛都会被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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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立秋一过满嘴溃疡

最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非
常痛苦的问题———口腔溃疡！口腔
溃疡是立秋过后，“秋老虎”时期最
容易出现的。这是因为人体已经习
惯了夏季的气候特点，突然从闷热
改到凉爽，身体需要一段适应过程，
这期间，体内的阴阳平衡被打乱，体

内蓄积过多的热需要向外排，不能
及时排放，就会出现内热症，表现在
身体上就是反复口腔溃疡。

*)

、扁桃腺炎———疼痛得无法

吞咽

季节交替，人体免疫能力变差，
因此“秋老虎”这段时间扁桃腺最容
易受细菌、病毒感染而引起扁桃腺
炎。扁桃腺炎常伴有高烧、头痛、咽
喉痛等，或因疼痛而无法吞咽。
（转编自《健康时报》微信公众号）

秋老虎，过不好易生10种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