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经过夏季高温的炙烤，人体能量消
耗较大，机体免疫力往往下降，现又值季
节交替之时，老人、小孩及体弱者对气候
变化的适应能力常常不足而更易生病。
秋季是传染病高发的季节，从立秋开始

加强锻炼，能强健体魄，增强机体抗病能
力。首先宜“早卧早起，与鸡俱兴”。早
卧能顺应阳气收降，早起则利于肺气宣
发，让人精神饱满，精力充沛。早上起床
后宜到室外活动，配合各种拳操动作，进

行有节律的呼吸调息，吐故纳新，能改善
肺部功能，增强体质。另外，立秋过后早
晚气温相对凉爽，正是进行体育锻炼的
好时候，适宜开展各种运动锻炼，如跑
步、打球、游泳、做操、武术、跳舞等，随着

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运动量。但要注意
的是此时运动强度不宜过剧，因为“秋主
收降”，运动过剧出汗太多，会增加机体
耗伤，也不利于阳气敛降。（本报综合）

加强锻炼健体魄

立秋转季防面瘫
立秋处于三伏中的末伏前后，正如俗

话所说“三伏带一秋，还有二十四个秋老
虎”，岭南地区大多暑热未消，加之立秋以
后昼夜温差逐渐增大，这个时期身体既容
易被暑热所伤，也容易因风寒侵袭而出现

各种不适。立秋时节雨水仍较多，天气容
易变化，尤其夜晚气温下降，凉风来袭或
是下雨后很容易感受风寒，出现恶寒头
痛、肌肉酸痛、腹痛腹泻等症状。白天气
温炎热，宜穿着清爽的夏装，出门前应提

前做好防晒措施，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随身携带雨具和薄外套以免淋雨着凉。

此外，立秋时期也是面瘫的高发时
节，尤其随着夜幕降临人体阳气从外往
里收，此时体表腠理偏虚、御寒能力下

降，过度吹风纳凉，风寒之邪侵袭头面则
可致面瘫。面瘫不会对生命健康造成重
大威胁，但治疗不及时或疗效不佳则会
影响容貌。因此，立秋转季使用空调应
注意温度不宜过低，特别是空调风口或
电扇冷风切忌正对头面直吹，醉酒、疲
劳、汗出、洗浴后也不宜当风而吹，熟睡
时头面受凉、冷风直吹则更易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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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横沟桥镇

举办人口计生宣传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余伟报道：近日，咸安区横沟桥

镇计生办组织卫生院在横沟中心花坛广场共同举办
了“共建生育文明，共享美好生活”的主题宣传活动，
大力营造有利于人口计生、卫生事业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的良好环境。

活动现场摆放涉及妇幼保健、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和流动人口服务等内容
丰富的宣传资料和各式展牌，并设置了义诊台。

横沟中心卫生院工作人员在现场开展义诊活动，
为群众做健康咨询，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并发
放相关计生药具和药品。

活动现场气氛活跃，吸引了大量群众参与，共发
放各类宣传资料285份，避孕药具324盒，免费测量血
压、血糖87人次，接受宣传咨询114人。

通城县卫计局

宣传人口计生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余伟报道：近日，通城县卫计局、

计生协深入开展世界人口日宣传活动，大力营造利于
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新时代持续、健康转型发展的舆
论氛围。

在通城县卫计局门前，县卫计局、计生协举办的
世界人口日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往来的路人。活动
中，卫计局的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了计生用品、计
生宣传册，并耐心细致地宣传现行国家二孩政策、女性
健康保健知识等内容。同时，为了使此项活动取得成
效，县卫计局还将人口计生知识印制在一些生活用品上
发放给过往群众，让人口计生知识和政策深入人心。

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共建生育文明，共享
美好生活”，围绕该主题，通城县卫计局提早谋划，积
极组织开展计生人口知识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群众
参与计生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全县营造了良好
的计生宣传氛围。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计生宣传册
1000余份，印有计生知识的生活用品400余份。

就医更便捷

市中心医院开通移动支付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汪姣慧、余经盛、刘

麒麟报道：“没带现金，可以用手机支付嘛？”“当然可
以，扫一下这里就可以了。”8月19日，在咸宁市中心
医院急诊窗口处，随着“嘀”的一声扫码声音，焦急的
市民刘先生1分钟不到便完成付款。

“移动支付，真的是太方便了，又快又便捷。”市民
刘先生笑着说。

据了解，为方便患者就医，助力医改，7月底，市中
心医院正式开通了移动支付便民服务。

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移动支付的上线，
是该院继预约挂号后，在移动互联网应用上又迈出一
步。这一改变，既给患者带来了资金安全、支付便利
和良好的就医体验，也为医院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
率，实现了医院和患者的双赢。

该院移动支付第一期在门急诊窗口和自助设备上
线。在收费窗口，就诊者只需出示付款码，无需找零，无
需等待，即可完成支付；在自助设备上，就诊者只需拿出
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安全、便捷支付。下一
步，该院将开展诊单扫码支付、开通住院移动支付、适
时开展医保移动支付等移动互联网应用，借助信息化
的力量，进一步便捷就诊流程、提高就医体验。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家
住咸安青龙社区的孔爹爹经常头晕乏
力，还有关节酸痛的症状，问诊得知是体
内湿气太重。孔爹爹想咨询，秋季如何
正确祛湿呢？

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夏季酷暑即将过去，这时候湿
气最为活跃。湿气重时，人会感觉到睡
眠严重不足、全身无力。早上起床的时
候，会感觉到身体很累很累，还会伴随
着小腿酸痛，这些都是湿气初期的表
现。

传统的中医刮痧，则是针对这种情
况的。刮痧可以有效地疏通人体经络，
达到通气排气的效果。刮痧之后留下的
痕迹，便是体内的毒素，包括湿毒。刮痧

可以缓解压力与改善睡眠质量，还能达
到通便止泻的效果。

食疗中，薏米养生粥祛湿最为可靠
有效。可以治湿痹，利肠胃，消水肿，健
脾益胃，久服轻身益气。薏米味甘淡，是
常用的利水渗湿药、祛湿食疗药材。

可准备薏米100克、红豆50克、大
米20克，白砂糖适量。再接着将薏米洗
净，提前浸泡5个小时，然后将其炒熟；
紧接着把薏米倒入锅中熬煮2小时后，
再将其他材料放入一同熬煮至熟烂，最
后食用先加点白砂糖调味即可。

最廉价最方便的运动出汗，这是最
简单的排毒方法，靠运动出汗来达到排
毒效果。运动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
环，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秋季如何祛湿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秋季适合

吃梨子，能够润燥降火，可怎么吃才能达到
最佳的效果呢？”近日，家住温泉城区希望桥
社区的居民刘女士咨询道。

希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梨是寒性水果，是润燥降火的最佳水
果，在初秋干燥的季节里，吃梨是非常适合
的。

生吃梨，能解除因上呼吸道感染所产生
的咽喉干燥痒痛、干咳及烦渴、潮热等阴虚
之症；将梨压榨成汁，加胖大海、蝉蜕、冰糖
少许，煮服饮之，对体质火旺、易生喉炎者，

具有滋润喉头、补充津液的功效；把生梨加
冰糖或蜂蜜，熬成膏即成“秋梨膏”，可治疗
肺热咳嗽；梨切片，与杏仁五钱，桔梗、川贝
各二钱，胖大海一钱同煮，可治因伤风感冒
之后黏痰不愈者；用梨一个，削去顶尖，成一
盖形，挖去核仁，纳入川贝一钱，加入少许冰
糖或蜂蜜，将梨盖盖回，隔水加热炖熟，可治
疗痰火胸痛、咳嗽。

吃梨的禁忌：梨性偏寒助湿，多吃会伤
脾胃，故脾胃虚寒、畏冷食者应少吃；梨有利
尿作用，夜尿频者，睡前少吃梨；血虚、畏寒、
腹泻、手脚发凉的患者不可多吃梨，并且最
好煮熟再吃，以防湿寒症状加重；梨含果酸
多，不宜与碱性药同用，如氨茶碱、小苏打
等；与螃蟹同吃，吃梨时喝热水、食油腻食品
会引起腹泻；妇人产后、小儿痘后忌食梨。

吃秋梨有讲究

立秋暑未休
养肺莫悲秋

核心提示

8月7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立秋又名交秋，代表暑秋交替的意思，预示着

暑热渐退、秋季到来。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纬度、海拔不同，真正入秋的时间先

后不一，尤其南方地区立秋虽至而秋未至。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治未病中心专家

成杰辉认为，在这夏秋交季、阴阳消长之时，养生调理应从消暑清热逐渐向滋阴养肺

过渡，重点顺应阳气的敛降，避免身体的过度耗伤。

减辛增酸收肺气
《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肺主秋

……肺收敛，急食酸以收之”，立秋过后
肺金当令，虽然此时伏热未尽，但大自然
的阳气逐渐降敛，此时养生需顺势而为，
应秋气之降。成杰辉介绍，辛味发散泻肺

气，酸味主收降肺气，诸如姜、葱、蒜、韭
菜、辣椒、胡椒之品辛香宣散而泻肺伤阴，
在立秋之后不宜多食，若仅作为烹饪配
料，酌情少许亦无不可。诸如乌梅、山楂、
杨桃、苹果、柚子等酸甘生津之品可适当

多食，有敛肺酸收之效，以使肺气平降。
此外，夏秋交替之时暑热未退，户外

工作者常常难耐高温、汗出较多，绿豆
汤、酸梅汤、菊花茶等消暑饮品亦当常备
以防暑伤。经过炎炎夏日暑湿所伤，许

多人的脾胃功能有所减弱，此时饮食仍
宜温食，不宜过饱，可少吃多餐，过于肥
甘厚腻的食品难以消化，冷食容易损伤
脾胃，都应该尽量避免。粳米、小米、糯
米具有健脾胃、益中气的功效，可适当补
充。脾胃在五行属土，此时饮食顾护脾
胃恰是应于秋气培土生金、因时制宜的
养生之道。

调畅情志莫悲秋

肺属金，在志为忧。人与天地相参，
随着立秋来临天地间阳气慢慢收降，人
的情绪也容易变得不稳定。素体肺气偏
虚之人，有时候不知不觉情绪就莫名低
落起来。尤其上了年纪的独居老人容易
衍生垂暮、凄凉之感，睹物思人，更是牵

挂远方的儿女；更年期妇女容易感叹年
华老去、容颜不再，情绪相当敏感，常常
悲伤失落；工作生活压力大的中青年人，
遇到小事容易感到诸事不顺，才华不能
施展，情绪压抑，郁闷难舒等等。

立秋过后，调摄精神确是养生的要

务，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云：“使志
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
外其志，使肺气清”。

谁都想“安宁致远，心绪平静”，但情
志调养并非单靠个人努力就能轻易做
到。但愿远离家乡、在外打工的孩子别

忘了多给家里的老父母打电话、发短信，
捎去问候和关爱以减其秋思。同一屋檐
下，老夫老妻之间亦当相互包容、相互扶
持，子女和父母之间应当增加沟通和互
动，互助互爱，共渡难关。努力拼搏的年
轻人，不要光埋头苦干，应当多与上司和
同事交流意见共创佳绩，工作之余多与
家人、朋友谈心放松，劳逸结合才能保持
积极进取的动力。

赤壁市新店镇卫生院

医师无偿献血献爱心
本报讯 通讯员李明清、熊松柏报道：为迎接首个

“中国医师节”，8月17日上午8时，赤壁市新店镇卫生
院组织职工在该镇中心花坛开展无偿献血活动，9名医
师共献血3600毫升。此次献血活动，由咸宁市中心血
站联合赤壁市血站、卫计局与新店镇政府一起组织。

在献血现场，新店镇卫生院院长祝国光带队，认
真填表、体检、化验、抽血，所有流程都在工作人员的
要求下井然有序进行。他们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快
乐的笑容，切身感受到了爱心奉献带来的温暖与幸
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师的奉献精神。

联合国人口基金第八周期项目组走进官桥镇

开展治理性别失衡问卷调查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你们俩是夫妻

吗？请您把《性别失衡治理与家庭发展调查》（家庭
卷）和（个人卷）里数十个提问和建议及答案填写上
面……”。8月3日上午，联合国人口基金第八周期项
目组成员走进嘉鱼县官桥镇，一边发放调查卷表，一
边提问村民。

为帮助联合国人口基金第八周期“应对性别选择
和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项目组成员在官桥镇顺利开
展社会调查活动，官桥镇党委镇政府高度重视，一方
面召开专题大会，划拨活动经费，确定两湖村和官桥
社区为社会调查行政村和社区；一方面通知安排18岁
至49岁具有生育能力的50对夫妻参与调查组的阅卷
答题活动。

据悉，担负联合国人口基金第八周期“应对性别
选择和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项目任务的西安交通大
学和陕西师范大学10名硕士生，围绕嘉鱼县100对夫
妻家庭分2个调查组，在鱼岳镇和官桥镇两地同时开
展治理性别失衡发卷调查活动，搜集基层群众家庭生
活情况和对生育观念问题的某些看法。这些发卷答
题信息，将有助于政府采取有关措施治理性别失衡，
促进性别平等目标。

糖尿病人不能吃甜食！不能吃含糖的
食物！这个说法，似乎已经成为常识了。

但是，这话真的对么？其实，对于糖尿病人
来说，只要遵循营养原则，甜味的食物、含
糖的食物，也是可以少量吃点的！

含有糖的甜味食物大致可分成三类，
糖尿病人该如何选择？

1. 天然含糖的水果和水果干
大部分水果和水果干的血糖生成指数

（GI）并不高，可以少量纳入到控血糖膳食
当中，比如樱桃、苹果、梨、蓝莓、橙子、柚子
等，其中樱桃GI只有22，苹果36，桃子43
（GI值超过70为高GI食物，GI值在55—
70之间为中GI食物，GI值低于55为低GI
食物——编者注）。少吃一两口饭，而把这
些水果作为加餐，上午下午各吃一次，一次
吃100克，是完全可以的。

据国内外的测定数据，不加糖的苹果
干，血糖生成指数也是比较低的，我们实验
室测定的GI值只有43。黑葡萄干和杏干
也只有56。在不增加总碳水化合物的前提
下，用少量耐嚼的水果干加几粒坚果一起

嚼，替代饼干之类作为餐间零食，其实是有
利平稳血糖和血脂的。

2. 含少量糖，但营养价值较高、GI值
较低的食物

比如说，含糖酸奶的GI值只有48，比
吃米饭馒头低得多，糖尿病人每次喝一小
杯（100克）酸奶作为餐间加餐，并不会带
来大的血糖波动。同理，加入不到5%的
糖，制成低糖（按我国规定，糖含量在5%以
下才能叫做低糖）的市售豆浆，其血糖反应
也较低。配料中加了少量糖做出来的牛肉
干，仍然属于低GI食物，吃一小块无需恐
惧。

3. 营养价值不高的食物含有添加糖
有些食物本来就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

物，甚至还含有很多脂肪，热量很高，而维
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低，蛋白质也少，比如甜
饮料、饼干、甜点心、加糖的大米粥、加糖的
汤圆、粽子之类，会促进肥胖，升高血糖，故
不建议食用。

一些脂肪高、热量高、淀粉也不少的食
物，如饼干、月饼、八宝饭、糯米做成的糕点
等，即便是号称“无糖”、“无添加蔗糖”，也
不值得经常吃。

还要提醒的是，GI值只是体现一餐之
后的血糖效果，不能完全体现长期的饮食
效果。比如说，在甜食和淀粉食物中添加
油脂，会延缓胃的排空，从而拖慢餐后血糖
的上升速度，显得GI值比较低。比如说，
炒饭比煮饭GI值低，猪油糯米做成的油糕
比白糯米饭GI值低。但长期而言，这样的
食物会促进血脂升高，更不会对控血糖产
生什么好处！

总之，很多不甜的东西照样快速升血
糖，而甜味的食物也未必一定快速升血
糖。把握营养价值高、血糖反应低、总碳水
化合物数量不变、每次少量吃这四个要点，
糖尿病患者就可以和很多含糖甜味食物和
平共处，生活会得到更多的乐趣。

（本报综合）

得了糖尿病 可以这样吃甜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