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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春节
期间，各家各户最常见的年货便是食
品。家住花坛社区的李女士说，去年
过年时，家里的老人就应“吃坏了肚
子而入院”，她咨询：“春节期间应该
如何安全饮食，健康过年。”

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
苏艳红说，春节期间，丰盛的美食和节
日氛围往往使人食欲旺盛，容易暴饮
暴食，出现上火和便秘等身体不适症
状。为此，节日期间，大家要多吃新鲜
蔬菜和水果，可以清热、解毒、解油腻，
维持胃肠正常蠕动。

少食多餐更养胃。50岁以上的中
老年人，代谢率减慢，要注意七分饱原
则，适当节制饮食，多吃粗粮，有利于
促进主食和油脂代谢。家中可以备一
些复方消化酶、大山楂丸等助消化药

物。
坚果和点心虽说属小零食类，但

含油量很高，苏艳红建议，每日坚果摄
入量，去壳后可食部分不超过1小把。
锅巴、薯片等含油量较高的膨化食品，
每人每天摄入量都以不超过30克为
宜。

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
者，节日期间，应像往常一样保持规律
的生活，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应比平
常更加注意饮食的合理搭配，多吃新
鲜蔬菜。另外，糖尿病患者要认真监
测血糖，除常规时间点的检测之外，还
应增加检测次数，
在感觉身体不适
时，及时调整饮食
运动或就医调整
药量。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春节期间，
各种宴会少不了，丰盛的年饭也端上桌，
免不了大吃大喝。家住咸安文笔路的的
黄阿姨想知道，春节饮食该如何护理牙
齿呢？

希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医务负
责人提醒，过年期间，居民会购买核桃、坚
果、硬糖等年货，这些都是硬质食物，适
量食用一些硬质食物对牙齿保健是很有
好处的，它可通过不断的咀嚼来达到保健
牙齿的功效，但要注意适量，如果过度食用
硬质食物，容易造成牙龈断裂，给牙齿带来
伤害。

咖啡、可乐、红葡
萄酒等是年饭宴会上
常见的饮料，如果食用
后不及时清洗牙齿，就
容易积淀色素。牙齿

中的珐琅质就像是一块海绵，容易吸附各种
食物上夹带的色素，一段时间后，就会粘附
在牙齿表面，让牙齿看起来沉闷暗黄。餐后
可以漱漱口，避免色素沉积。

过年期间，居民吃喝次数频繁，存留在
牙齿缝隙内的细菌，经过长时间的堆积，容
易形成斑块，而这些正是导致蛀牙和牙周病
的罪魁祸首。建议每天至少使用一次牙线，
帮助清除藏匿在牙缝中的牙菌斑。女生们
可以在自己的化妆包里放一根牙线或其他
盥洗用品，方便随时随地清洁，呵护牙齿健
康。

尽量使用柔软的牙刷。硬毛质的牙刷
对牙齿造成的压力过大，容易致使牙釉质的
保护作用失效，牙龈退化。相反地，使用柔
软的牙刷，可以很好保护牙釉质，建议每天
以圆周式的擦洗方式对牙齿进行清洁，擦洗
时间以两分钟为最佳。

（五）食物中毒的处理
食物中毒是由于吃了被污染的食物而引起的。一旦

出现上吐、下泻、腹痛等食物中毒症状时，千万不要惊慌失
措，应及时采取措施：

1、催吐：如果进食的时间在1-2小时前，可使用催吐
的方法。立即取食盐20克，加开水200毫升，冷却后一次
喝下。如果无效，可多喝几次，迅速促使呕吐。

2、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若多人食物中毒更要讲清
地点与中毒人数，以便急救中心组织足够的急救人员和急
救车前往救援。

3、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窒息。
4、安慰病人，尽量使其安静，避免精神紧张。

（六）酒精中毒的处理
急性酒精中毒患者在醉酒后，轻者表现为话多、吐字

不清、恶心、呕吐、头晕、走路蹒跚等。严重者会出现嗜睡、
昏迷或休克、濒繁抽搐、呼吸浅慢甚至呼吸、心跳停止等。

1、立即制止病人继续饮酒。
2、刺激咽喉部将胃内容物尽快呕吐出来。
3、用水果、果汁、蜂蜜、牛奶等解酒。
4、卧床休息，注意保暖。
5、昏睡者头偏向一侧，注意避免呕吐物阻塞呼吸道，

引起窒息。
6、中毒严重者拨打120电话求救。 （未完待续）

jian kang jiao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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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护牙？少食多餐更养胃

牙好肠胃好 咋吃都舒服

春节期间，亲朋聚会
少不了吃喝消遣。想要消
受得起这每餐盛宴，牙齿
和肠胃的健康状况就格外
重要了。本期，为您送上

“护齿三步曲”和“肠胃保
护战”的小知识，希望对您
有所帮助。

通城八旬白内障老人术后重获光明

临终前托付儿女感谢医生
本报讯 通讯员吴林艳报道：近日，通城县人民医院

眼科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该科室一位八旬白
内障患者的儿女，这次专程带着母亲吴金袁的遗愿来医
院，感谢眼科的医护人员。

“让眼疾患者恢复光明，这是我们眼科医生的本职工
作，你们不必这么客气。”为吴金袁进行白内障手术的主刀
医生何宏伟谦虚地说。

原来，2017年12月初，吴金袁因肺部感染医治无效，弥
留之际她嘱咐儿女：“我能够在人生最后的日子看一看世界，
多亏医院眼科的医护人员。可我来不及跟她们说声感谢，我
的心愿你们一定要替我完成。”在得到儿女的肯定答复后，
老人闭上眼睛安详地躺在床上没有再醒来。

“母亲患有白内障多年，眼睛看不见，一是母亲年纪太
大，手术风险极大，多家医院都不愿为老人手术。二是我
们做子女的也担心她的身体不能承受手术之痛，所以一直
没有让她手术。今年老人家强烈提出要做手术，我们为了
不让母亲留下遗憾，只好同意手术，最后经过商量，决定在
通城县人民医院眼科进行手术。”吴金袁的儿子关建军告
诉笔者，他母亲于2017年9月6日进行手术，主刀医生何
宏伟有着多年临床经验，考虑到老人年纪较大，他提前做
足了功课，制定了多种紧急预案，预想了老人术中可能发
生的各种情况，

在多名医护人员的努力下，手术非常成功。为预防术
后感染，何宏伟每天都要亲手为老人上药，随时观察病
情。手术后老人视力恢复得非常好，看到往日混沌的世界
一下子变得清晰，老人兴奋不已。

通城县人民医院眼科主任黎雄豪介绍，该科室是湖北
省县级医院临床重点专科，年门诊量30000余人次、住院
3000余人次、手术2000余台。其中，白内障手术平均一个
月要做60余台。

人们常说“牙好，胃
口就好”，口腔健康，特别

是牙周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
相关。如果把保护口腔健康

当成一场战役，那么对口腔的清洁
则是取胜的关键。上海交通大学

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
师俞律峰为大家介绍“护齿三部曲”。

刷牙
刷牙作为最基础的自我口腔保健方

法，能去除牙菌斑、软垢和食物残渣，保持
口腔卫生，维护牙齿和牙周组织健康。但

是，不适当的刷牙方法，不但达不到刷牙的
目的，还会引起牙齿软组织、硬组织损伤，

如：牙龈组织萎缩、牙颈部楔状缺损等。那么
我们应当如何刷牙呢？
刷牙的方法有多种，其中BASS刷牙法（也

叫水平颤动法）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刷牙方法，
具体方法为：

置刷毛毛尖与牙齿牙龈面成45度角而轻度
加压，刷毛顶端部分进入龈沟，而部分在沟外，然
后作前后向颤动6-8次，颤动时刷毛移动仅为
1mm。上颌牙由上向下刷，下颌牙由下向上刷，
各部位重复10次左右，里外面刷法相同。

刷上前牙腭面和下前牙舌面时，可将刷头坚
立，上牙由上向下刷，下牙由下向上刷。刷上下
后牙咬合面时，将牙刷置于牙齿咬合面上，稍用
力以水平方向来回刷，清洁牙合面的窝沟点隙。

每次刷牙时间大约为3分钟，注意口腔内每
一区域都应刷到。刷牙之后，菌斑很快就会在清
洁的牙面上重新附着，特别是夜间入睡后，唾液分
泌减少，口腔自洁作用差，细菌更易生长。因此，
每天至少要刷牙两次，晚上睡前刷牙尤为重要。

牙线
如同我们打扫房间总会有一些扫不到的死

角一样，刷牙也有清除不到的死角。牙齿之间的
间隙就是这样的“口腔卫生死角”，对其清理需要
借助一些特殊的工具来完成，如牙线。

具体方法是：
1.取出一截20cm至30cm长的牙线，绕在

两手的中指或食指上。
2.用大拇指和食指拉住2cm左右的牙线，将

牙线绷紧，用自己习惯的姿势从牙齿的咬合面进
入牙缝隙，贴着牙面缓慢滑进牙龈的最低位置。

3.到达龈沟底部时，将牙线贴合牙齿弯成
“C”形，沿着牙齿的侧面上下提拉牙线，清除牙
菌斑。清洁完一侧牙面后，将牙线提拉离开牙
龈，移至另一侧牙面，滑到牙龈的最低位置，用同

样的方式清除牙菌斑。
4.到达龈沟底部时，将

牙线贴合牙齿弯成“C”形，沿着
牙齿的侧面上下提拉牙线，清除
牙菌斑。清洁完一侧牙面后，将牙线
提拉离开牙龈，移至另一侧牙面，滑
到牙龈的最低位置，用同样的方式清除
牙菌斑。

冲牙器
冲牙器是比较新的一种口腔清洁器

具，对牙刷清洁不到的部位如齿缝、牙龈
下、窝沟、龋洞等非常有效。尤其对以下
六大人群特别适合：

口气严重的患者；牙龈经常出血朋友；
佩戴正畸矫正器，牙刷不好刷的人；有蛀牙、
牙龈炎、牙周炎等口腔疾病患者；口腔内有种
植牙、义齿；口腔术后需要保洁预防感染。

冲牙器通过泵体对水加压，可以产生每分钟
800-1600次的超细高压脉冲水柱，设计精巧的
喷嘴可以使这种高压脉冲水柱毫无障碍地冲刷
到口腔任何部位，可在餐后或者晚上刷牙前后使
用。一般来说，冲牙器使用清水就行，也可以加
入漱口液或者镇痛消炎药，有针对性地强化一些
效果。

节日期间，很多人的生活规律被打乱，胃肠功
能被严重地削弱，很容易出现腹泻、腹痛等现象。
此外，节日期间食物丰富，在储藏不当的情况下，细
菌和病毒极易繁殖，再次进食这些食物就会发生急
性胃肠炎。

宜荤素搭配
节日饮食少不了大鱼大肉以及一些高脂肪、高

蛋白的食物，大部分人都会出现脂肪摄入过高的情
况，造成胃肠道超负荷，易引起高血脂。

建议肉畜类不能太多，主食不能太少，豆制品、
奶类不可缺少，并有绿叶菜。主食也应以谷类粗粮
为主，可适当增加燕麦、玉米等成分。多喝粥和汤，
这些汤汤水水都具有良好的清火作用。

饮食应节制
人体消化器官的活动有一定规律，如果吃

得太饱或喝得太多，就需要更多的消化液来进
行消化，无节制地进食、暴饮暴食，使胃肠蠕动
困难，影响正常的消化机能，严重时可导致急性

胰腺炎、胃肠炎、胃肠溃疡。所以节日饮食
应注意同一类的食物不要摄入过多，加之节
日期间干果、鲜果充足，也增加了摄入量，各
种食物的摄入大于平日饮食，建议三餐进食

以不饿为主，不能过饱过多过于复杂，以致节后
体重增加。

清淡配粗粮
每次饭局后，一日三餐最好适量增加玉米、燕

麦等成分，并要注意增加深色或绿色蔬菜的食用比
例。同时，多喝粥和汤水，其中以小米粥最养肠
胃。当然，光吃粗粮也确实容易饿，不如再来点又
好吃又助消化的食物，常言道“好吃不过饺子”，小
麦粉擀出来的饺子皮含有丰富的纤维质，馅又包含
多种蔬菜，再加上使用蒸、煮之类的烹调手法，自然
不用担心油脂，一举多得。

蔬菜补纤维
丰盛的饭局看似各类菜色都有，似乎可以满足

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成分。其实不然，膳食纤维就
在你咀嚼大鱼大肉的过程中慢慢流失了。许多人
参加饭局之后就会出现便秘或排泄不顺等情况，这
就是因为膳食纤维摄取不足。所以要多吃新鲜的
蔬菜，少吃肉，以补充足够的纤维素。

胃不好 这样吃
加强营养应选用易消化、含足够热量、蛋白质

和维生素丰富的食物。如稀饭，各种豆制品及各种
水果、蔬菜等。

限制多渣食物，避免吃油煎、油炸食物以及含
粗纤维较多的芹菜、韭菜等粗粮。

不吃刺激性太大的食物，禁吃刺激胃酸分泌的
食物，如肉汤、生葱等。

注意制定合理的饮食制度，定时定量，细嚼慢
咽，减轻胃的消化负担。

保护胃 防养治
防：首先注意胃部保暖，及时增添衣物；其次避

免吃生冷食物，防止肠胃受凉不适。
养：肠胃病，“三分治，七分养”，对于有肠胃病

史的人更要注意养护肠胃。比如，早餐喝小米粥，
就特别养胃；晚餐，注意适当减少豆类、糯米等不易
消化的食物的摄入，减轻肠胃负担。

治：一旦肠胃“急”病要早治疗，最好选择中成
药而非西药“调养”兼治疗，否则长期的消化

不良、腹泻等会使肠胃向慢性胃炎
和慢性肠炎等转变。

（本报综合）

肠胃“保护战”

护齿“三步曲”

嘉鱼县鱼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健康扶贫暖冬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邓丹、格红超、周凌峰报道：2月7日，

嘉鱼县鱼岳社区服务中心门口，工作人员正在给来往的行
人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医疗知识。

元旦以来，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农闲时节及大量
外出务工人员春节返乡之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举办健
康知识讲座及入户宣讲等形式，着重宣传基本医疗保障、
健康扶贫体检、医疗救助、基本公共卫生、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等政策。各家庭医生签约团队和精准扶贫责任团队，对
外出务工返乡人员进行健康调查和健康体检，让老百姓既
了解政策，又学到了健康知识。

据悉，该中心完善了辖区内5.7万余人健康档案，已与
6590名重点人群、1303名贫困户、8173名普通签约服务
对象达成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为辖区内仁爱、福贵
堂等6家福利院、养老院开展送医送药送温暖义诊服务，为
182名医疗求助服务对象实行减免医疗费用6.8万元余元，
为近200名孤寡老人进行了义诊，提供健康评估和健康指
导，建立健康档案，免费发放各种药品2万多元。

嘉鱼县中医院

看望慰问福利院老人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业勤、格红超报道：2月8日，嘉鱼

县中医院会同鱼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海和黄药业有限
公司湖北分公司工作人员，看望和慰问嘉鱼县福利院的老
人们，带去了慰问品和常用药品，并为老人们进行健康体
检，开展老年保健知识讲座。

此次慰问活动，捐赠药品价值3000余元，食品点心价
值500余元，发放健康宣传册200余份，老年保健书籍50
余册。

近十年来，嘉鱼县中医院每年在全县各镇福利院开展
义诊已成惯例，并与县福利院保持密切协作，逐步探讨和
完善医养结合新模式，共同打造“关爱老人”传统文明新风
尚。嘉鱼县中医院副主任医师、县人大代表李洪斌介绍：
目前，嘉鱼县中医院新院从设计到施工，均已包含医养结
合的设施和条件，老人们今后在这里将得到生活、医疗、保
健“一条龙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