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气
温反复无常，又到了秋冬换季的时候，家
住温泉城区二号桥附近的周女士感觉嗓
子痒老是干咳，她来到医院咨询良方。

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秋冬季
节出现的嗓子痒干咳，可能是因为空气
太干燥导致的。秋冬降水减少，风比较
大，导致空气湿度下降。很多人会在这
时候出现嗓子痒干咳的症状。

这个时候，要注意保持嗓子湿润，
多喝水，或者吃一些生津止渴、清热润
肺的食物，如秋梨膏等，来缓解嗓子的
不适。还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办法，就是

在室内放一个加湿
器，增加空气湿度。
这样可以直接缓解
由空气干燥带来的
嗓子痒干咳。当然，

含一些含片也可以马上调节咽喉环境，
缓解嗓子的不适。

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导致在换季时
嗓子痒干咳，那就是慢性咽炎。很多人
都不注意自己嗓子的健康情况，觉得出
现咳嗽、干痒等是很普遍的，实际上，这
种嗓子发炎的症状可能在没有完全愈
合之前，会变成慢性咽炎，导致嗓子比
较脆弱敏感。所以只要在换季时，就会
容易出现嗓子痒干咳的情况。

该负责人表示，慢性咽炎的症状表
现一般有咽干、咽痒、咽痛和刺激性咳
嗽等。居民们可以自己对照一下，如果
出现慢性咽炎的症状，建议大家平时忌
酒忌烟、少食辛辣，多喝水保持喉咙健
康，服用一下咽炎药物来缓解症状。如
果症状比较严重，建议去医院做检查，
再遵循医嘱进行治疗。

换季干咳怎么办?
本报讯 记者丁婉莹报道：第

十个“双 11”就要到了，很多人已经
为熬夜购物做好了准备。然而“双
11”伤的不只是钱包，更伤身！很多
人都没有注意到熬夜给身体带来的
变化。

长期熬夜不仅会对视力、皮肤、内
脏造成伤害，还容易导致抑郁症。如何
做才能尽可能减少熬夜对身体的伤害
呢？银泉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为此
给出了解答。

熬夜的预防保健，日常饮食很重
要。熬夜前要吃些热的东西，热牛奶就
是不错的选择，不要吃难以消化的食
物，免得因给胃肠增加过重的负担而使
大脑缺氧，从而产生困意。维生素A及
维生素B对预防视力减弱有一定效果，
所以要多吃胡萝卜、韭菜等富含维生素

A的食物，以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B的
瘦肉、鱼肉、猪肝等食品。

很多人到了晚上怕频尿，通常都会
下意识少喝水，但是熬夜工作时，身体
的运作状态和睡眠时不一样，会需要较
多水分，而且多喝水也可以协助新陈代
谢，增进血液循环，所以多补充白开水
也是熬夜必需。

此外还应该注意的是，熬夜的时候
会觉得很累，可是不管多累，中间最好
不要上床休息；熬夜时，大脑需氧量会
增大，应时时做做深呼吸；对女人来说，
注意皮肤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事，睡前
或起床后利用5至10
分钟敷一下保湿面膜
来补充缺水的皮肤，才
能尽量减少因熬夜带
来的肌肤损伤。

如何减少熬夜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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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理直气壮对吸烟者说不
在电梯、楼道、餐厅、办公室等室内公共场所，您

是否经常会遇到有人吸烟，即使烟味飘过来，也只能
用手捂着鼻子，或是用手扇一扇。现实中，不管我们
多么讨厌烟味，但大家还是选择了忍，真正勇于去阻
止在公共场所吸烟行为的人寥寥无几。

我们呼吸的空气受到污染，为什么就不能去阻止
呢？我国《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对公
共场所禁止吸烟作出了明确规定，市政府也在2011年
就正式颁布了《咸宁市城区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
定》，规定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
完全禁烟。我市在2015年通过了国家卫生城市的评
审，2018年通过了国卫的复审，国卫的标准同样要求
在公共场所禁烟。有了这些“尚方宝剑”，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吸烟者说：“不！”

二手烟危害大
我们都知道吸烟危害健康，其实，二手烟危害同

样大。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吸烟人数超过3亿人，约有
7.4亿不吸烟者遭受二手烟暴露的危害。全国每年约
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有关的疾病，因吸烟导致的直
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2526亿元。

烟草烟雾至少含有69种致癌物，当吸烟者在公共
场合吸烟时，周围人的健康也被置于危险之中。烟草
燃烧的烟雾有90%停留在空气里，形成二手烟，导致
周围的人被动吸烟。二手烟损害人们身体的方式与
吸烟者同样，虽然程度较轻，但效果是一样的，科学家
已在遭受二手烟的人体内测量到尼古丁和一氧化
碳。美国肺脏协会报告指出，二手烟每年导致美国至
少15万婴儿呼吸道感染。

美国相关卫生监测报告显示，无烟环境是全面保
护不吸烟者不接触二手烟危害的唯一办法。把吸烟者
和不吸烟者隔开、清洁空气和楼宇通风，都不能消除二
手烟对不吸烟者的危害。二手烟暴露没有安全水平，室
内完全禁止吸烟是避免危害的唯一有效方法。

咸宁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有关负责人提醒说，
尼古丁残留物会附着在皮肤或衣服上，建议大家从吸
烟环境回家后，将衣物挂在通风处，有条件的情况下
将衣物全部清洗、洗头洗澡，尽量清洗带有烟味的家
居用品，避免二手烟或三手烟危害。 （未完待续）

逾半癌症可预防 关键在于怎么吃

膳食、营养可以影响恶性肿瘤生成的
启动、促进、进展的任一阶段。食物中既存
在着致癌因素，也存在着抗癌因素，两者均
可以影响癌症的发生。其中，能量、宏量营
养素与癌症的关系如下：

能量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能量摄入过多容

易引起超重、肥胖。超重、肥胖人群的乳腺
癌、结肠癌、胰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前列腺
癌的患病机会高于体重正常者。

超重和肥胖可以用身体质量指数来衡
量。身体质量指数即BMI值，在数值上等
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当BMI为24-28

千克/米2时，即可认为是超重，当BMI大于

28千克/米2时，即可判定为肥胖。
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在生命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主要包括构成身体组织结构及生理功
能，为生命活动提供能量。

碳水化合物种类繁多，不同类型的碳
水化合物与癌症之间关系不同，例如：高淀
粉摄入人群胃癌和食管癌发病率较高，而
这部分人群的蛋白质摄入量普遍偏低。

蛋白质
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发挥着重

要的生理作用。我国成人蛋白质推荐量为
每千克体重每天摄入量1.16克，例如一个
体重70千克的成年人，每天需要的蛋白质
约为81.2克。蛋白质摄入过低或过高均
会促进肿瘤的生长。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食道癌、胃癌病人
发病前蛋白质摄入量比正常对照组低；日
常饮牛奶者较不饮用者胃癌发病率低；常
食用大豆制品者胃癌的相对危险度低于不
常食用者。

相反，有资料显示，过多摄入动物性蛋

白质，会使癌症的危险性升高，如结肠癌、
乳腺癌和胰腺癌等。

脂肪
流行病学资料表明，脂肪的摄入量越

高，结肠癌、直肠癌、乳腺癌、肺癌、前列腺
癌的患病风险就越高。

膳食脂肪的种类与癌症的发生也有关
系，饱和脂肪酸和动物油脂摄入的增加可能
会增加肺癌、乳腺癌、结肠癌、直肠癌、子宫内
膜癌、前列腺癌的患病风险。（本报综合）

食物中存在着抗癌因素B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近日，著名主持人李咏去

世的消息让网友们心里一惊，

这是今年癌症夺走的又一个

公众人物。的确，癌症目前是

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

类死亡原因。死亡让我们更

加对癌症心生畏惧，但值得一

提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曾指

出，1/3以上，甚至约一半以上

的癌症都是可以预防的。这

里请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食品卫生系主任谈谈，

看哪些食物有抗癌因素？

核心提示

八成癌症由生活方式
和环境因素所致
癌症形成与发展的原因还不

完全明了，属于多因素相互作用，
包括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和精神心
理因素等。80％的癌症发病是由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所
导致。其中，不合理膳食、吸烟、饮
酒分别占诱发癌症因素的35％、
30％和10％。

癌症的预防措施主要包括控
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增加身
体活动、减少职业危害和环境污染
等。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膳
食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A

花椒生姜都能用来泡脚
热爱养生的人都喜欢泡脚。睡前泡

脚也的确是一个不错的生活习惯，能促
进下肢的血液循环，缓解一天的疲劳。

从中医学经络角度来看，双脚是人
体穴位最密集的部位之一，存在与各脏
腑相对应的反射区，泡脚时热量或者水
中的药材元素通过经络传导，可以改善
局部血液循环、驱除寒冷、温阳热体、促
进代谢，达到脏腑保健效果，最终达到养
生保健的目的。因而，在泡脚水中加入
不同的“佐料”效果也会有不同。今天，

小编就帮您梳理一下，不同“佐料”泡脚
达到的不同效果。

花椒水泡脚的功效
我们都知道，花椒是厨房里不可或

缺的调料，它味道浓烈，又香又麻，南北
方都对它“欲罢不能”。其实，在中药里，
花椒也能大展身手，发挥独特的作用。

首先，用花椒水泡脚能活血通络，使
整个人的身体血脉畅通。

花椒在药里属于祛寒类药物，它能
祛除里寒、扶助阳气、利气行水。老话讲

“上病下治”，泡脚可以促进机体血液循
环，增强呼吸系统的屏障功能，因此可以
帮助缓解咳嗽症状，减少感冒发生，还可
以帮助预防高血压的发生。花椒水泡脚
相比热水泡脚，更能促进血液循环，调节
情绪，放松身心，还达到帮助睡眠的功
效。

其次，用花椒水泡脚还能帮助治疗
足癣。

足癣，又称“香港脚”和脚气。《黄帝
内经》记载：“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伤于
湿者，下先受之”，这是因为脾主四肢，足
居于下，多受湿气侵袭，湿郁成热，湿热
相搏，则会产生疼痛等不适。

用花椒水泡脚可以治疗脚气。每次
取大约20-30克花椒，用水煎10-15分
钟，等水温适合时泡脚20-30分钟，浸泡
后脚上的残留药水不必擦拭干净。另一
方面，导致脚气感染的真菌等微生物，在
中医里统称为“虫”，而花椒杀虫止痒之
力强，且气味芳香，能缓解足部异味，可
谓一举多得。

用花椒水泡脚还需要注意以下几
点：

一是泡脚的时间不能太长。一般以
刚刚出汗为宜，最好不要出大汗。对于
刚开始泡脚或者虚寒体质的人来说，可
能最初一段时间出不了汗，这是体内寒
气大的表现，可适当加大用量和频率，直
到出汗为止；二是水不要太烫。水太烫

会让足部充血，引起头部供血不足，会引
起头部不适，出现头晕等症状；三是不要
长期连续泡脚，可间隔两三天；四是最好
泡脚的同时，可连同手也一起泡，或者是
用手对脚进行按摩，这样的效果更好；五
是女性经期不要泡脚，经期泡脚会加重
痛经。

生姜水泡脚的功效
加入姜片泡脚是保健的一个妙招。
首先，生姜泡脚具有暖身驱寒、预防

感冒、温筋通络、改善血液循环、提升睡
眠质量等效果。

制作方法是：将一块拇指大的生姜
切片，先在锅中加水煮透，待姜味散发出
来关火，晾到适宜的温度（通常泡脚以
40℃为宜）后即可用作泡脚。

其次，用姜水泡脚还可以补阳气不
足。

阳气不足的人一般手脚冰凉，容易
怕冷，经常腹泻，消化不良，精神不振，且
舌体淡红，舌苔薄白，常常易食欲不佳。
此时，可吃生姜或用生姜泡脚。

具体方法是：生姜切片，大火煮开
后，加水泡脚。注意温度一定要适宜，水
温以40℃-45℃为宜；泡脚时间不要超
过半小时，因为泡脚时人体血液循环和
心率会加快，时间太长会增加心脏负担。

此外，还有很多“佐料”可以加到泡
脚水里，为您的健康养生加码。

（本报综合）

市第一人民医院赴桂花镇

开展精准扶贫义诊
本报讯 通讯员吴剑、叶旋报道：10月17日是国

家扶贫日，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赴咸安区桂花镇开展
“精准扶贫，携手同行”义诊活动，旨在营造人人关心
扶贫、人人支持扶贫、人人参与扶贫的社会氛围，为打
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聚能攒劲。

在义诊活动中，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门
诊部、药剂科等7部门近30名医务人员为健康扶贫联
合会诊，现场医务人员为前来寻医问诊的当地群众提
供“四免费服务”：免费测血糖、量血压、查乙肝病毒；
免费为群众现场提供疾病咨询和检查服务；免费发放
药品；免费发放健康宣传资料。前来看病就医的群众
络绎不绝。心血管内科医生郑奇斌说：“现在高血压
趋于年轻化，30多岁40岁的年轻人得高血压病越来
越多，要注意饮食和休息，平时注意盐的使用量，还有
手机病，比如颈椎引起的高血压、视力下降等问题。”

据了解，桂花镇近600余人前来接受义诊。

湖北省健康教育所联合嘉鱼疾控中心

走进官桥镇送健康送物资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10月29日，嘉鱼县

官桥镇官桥小学3楼教室内座无虚席、热闹非凡。湖
北省健康教育所党支部和嘉鱼县疾控中心党支部联
学联做活动成员走进官桥镇官桥小学，开展“精准扶
贫，携手同行”为主题的送健康、送物资的“二送进校
园”活动。

活动现场，湖北省健康教育所有关讲师围绕“经
常洗洗手，细菌都带走”讲课主题，在“手”护健康方
面，就如何洗手和正确洗手及细菌、真菌、病毒病源微
生物侵害人体，平时注意卫生习惯等健康知识进行讲
解；接着宣讲了关于《水》的故事，与该校五六年级的
80名小学生展开热情互动，增强其学习兴趣，并教唱
《洗手》歌谣，对抢答正确卫生话题的8名小学生还颁
发奖品。随后，湖北省健康教育所党支部联合嘉鱼县
疾控中心党支部开展捐赠仪式，现场为该校200多名
师生捐赠价值一万多元的金属磁带、金丝带健康包、
作业本、雨伞、笔盒、环保纸杯等物品。

赤壁肾友俱乐部

医患联谊报福音
本报讯 通讯员张冲报道：“苦命的肾移植患者

啊，我们的余生来日不多，每天都要面对痛苦的折磨，
但要坚强而乐观地活着……”10月26日，在赤壁市第
三人民医院肾友俱乐部召开的医患关系联谊座谈会
上，一位肾移植患者用诗一般的语言抖出这类特殊人
群内心悲怆的情绪，与会的医院、市医保局领导表示
充分理解，并报以鼓励的掌声，为医患双方的平等交
流与沟通传送福音，营造和谐气氛。

据了解，目前赤壁市末期肾病进行血液透析和肾
移植手术后，服用抗排异药物的患者200多人，均享受
到党的医疗政策救助和医保待遇，但也不可避免地要
长期承担医药费的个人部分，这就让他们产生忧虑，
主要是担心交费不透明，被医院“坑”价；还怕反映问题
后，医保局和医院之间互相推诿，不予解决。针对种种
情况，作为经常性接诊百余名肾病患者的赤壁市器官移
植患者定点医疗机构的第三人民医院，会同市医保局，
主动联络全市肾器官移植患者代表召开联谊会，面对面
听取意见，热情解释，并就如何创造条件，为器官移植患
者在药费报销比例上予以倾斜等方面作出妥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