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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崇尚冬补的中国人来说，此时是
进补的大好时机。在很多人眼中，“荤食”
是最好的补品，冬季一定要多吃牛羊肉多
喝鸡汤。事实上，冬补不一定非要吃荤，
有些素食也很适合冬季进补。

合理素食有益健康

素食主要是指以水果、蔬菜、豆类、
谷物、种子和坚果等植物类食品为主的
饮食习惯。美国饮食协会曾经发表过他
们的观点，认为合理吃素是有益健康
的。因为美国大量对素食者的研究表
明，他们在一些慢性疾病，如肥胖症、糖
尿病、结肠癌以及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
方面的死亡率确实比肉食者低。此外，
吃素并不意味着身体瘦弱。很多研究证
实，素食者比肉食者更为强壮、敏捷、耐
力持久。

不过，营养学家们也提醒，千万别以

为吃素就一定能达到减肥目的。素食中
很多水果含糖量较高，果仁则属于高脂肪
食物，吃了照样会让人发胖。

冬季六种素食胜过肉

红薯 营养较为丰富，中医认为红薯
具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等功
效。常吃红薯能防止肝脏和肾脏中结缔
组织萎缩，防止胶原病的发生。

芋头 除了富含钾、维生素C等多种
营养素外，芋头还含有一种天然的多糖类
植物胶体，能增进食欲，帮助消化，有止泻
的作用，同时又有膳食纤维的功能，能润
肠通便、防止便秘。中医认为，芋头有益
胃生津、补中益气等作用，很适合用来补
虚。

栗子 中医认为，栗子性味甘温，具
有养胃健脾、补肾强筋、止咳化痰的功
效。现代研究认为，栗子是碳水化合物含

量较多的干果品种，同时富含多种维生
素和矿物质，有利于机体抗寒，很适合冬
季食用。

山药 其味甘性平，益气健脾，所含
的淀粉酶、多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
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另外，山药含有的
大量黏液蛋白能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
沉积，防止动脉硬化。

萝卜 中医认为，萝卜性凉味辛甘，
入肺、胃二经，可消积滞、化痰热、下气贯
中、解毒，用于食积胀满、小便不利等
症。可见萝卜对调理脾胃作用不小，所
以有“萝卜赛人参”之说，它对秋冬季常
见的消化不良、风热型感冒、扁桃体炎、
咳喘多痰、咽喉痛等疾病也有辅助治疗
作用。

枸杞 一般冬季的养生原则以益气
助阳、滋阴补肾为主，而枸杞就是冬季进
补的好选择。枸杞性味甘平，能补肾益

精、养肝明目。在空气干冷的冬季，眼睛
易干涩、流泪，常吃枸杞还能缓解这些症
状。 （本报综合）

冬补六种素食胜过肉

jian kang jiao yu

教育

5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江世栋

电话：0715－8128771

2018年12月14日 星期五

E-mail:jiangshidong1989＠163.com健康咸宁

卫生计生
咸宁市卫生计生委协办

wei sheng ji sheng
核心提示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临床上，壮年男性因冠心病猝死的病例比
比皆是，有的人甚至在猝死前没有被旁人发现
任何征兆。

是什么造成了这些男性猝死呢？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忽略了危害健康的信号。

这些危害健康的信号包括活动后出现胸
闷、嗓子发紧、左臂疼痛等。有的人出现不适
时，一开始的疼痛时间在1分钟之内。若放任
不管，时间长了，再出现疼痛时会发展为严重
疼痛，可以持续30分钟左右。

因此，无论男性有没有冠心病史，一旦出
现这些不适信号要及时就医。要注意，冠心病
的预警信号不仅是心痛。

此外，男性要避免长期熬夜、疲惫、紧张时
过度吸烟等。很多中年男性的猝死都发生在
夜间，以及疲惫、过度激动、大量吸烟后。

在开会的过程中，出现急性心梗的病例也
很常见。

综上所述，男性虽然比女性有更为强健的
体魄，却有一颗更容易受伤的心。戒掉不良的
生活习惯，警惕危害健康的信号，冠心病是能
够预防的。 （本报综合）

要注意这些预警信号4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冬季
天气寒冷，家住咸安三元社区的戴爹
爹想咨询，冬季饮食有哪些注意事项
呢？

三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提醒，火锅是居民冬天最喜爱的
美食之一，但是吃火锅的时间不宜过
长。因为，吃火锅时多在封闭空间内，
室内温度高、空气不流通，使人容易上
火或呼吸道过敏。

冬季很多居民都会腌制咸菜，但
未腌透的酸菜可能含有大量的亚硝酸
盐，导致全身缺氧，出现胸闷、气促、乏

力、精神不振等症
状。此外，亚硝酸
胺类化合物还会
致癌。

冬季饮用温度过高的饮料或吃
过烫的食物，可造成广泛的皮肤粘膜
损伤，蛋白质在43℃开始变性，胃肠道
粘液在达60℃时会产生不可逆的降
解，居民应尽量避免吃过烫食物和温
度太高的热饮。

冬季干燥，蔬菜水果中含有丰富
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丰富的膳食
纤维，能增强机体免疫力，提高人体
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并对血管具有良
好的保护作用，还可以促进胃肠蠕
动，防止便秘。因此，应注意蔬菜水
果的补充。蔬菜可选择胡萝卜、白萝
卜、大白菜、土豆、山药、莲藕、菠菜、
芹菜、香菇、冬笋、娃娃菜等，水果可
选择苹果、梨、猕猴桃、香蕉、柚子、柑
橘等。

冬季饮食注意事项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

家住温泉花坛社区的居民周先生感觉
喉咙不舒服，以为咽炎犯了，便在药店
里买了些喉片含着，虽然咽喉的症状
有所缓解，可他却发现自己的胃部又
不舒服起来。

“咽炎分很多种，患者不能随便用
药。喉片中含有薄荷成份，有很多肠
胃娇弱的人，是不适合使用的。”花坛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咽炎要按时休息，多喝水。按时休息
对人体各方面都有好处，咽喉炎会导
致口干、喉咙有痰，平时要多喝水，缓
解口干还有利痰的作用。

不要吃过热和上火的东西。咽喉
炎会让喉咙变得过分的娇弱，受不了
上火的东西，特别是烧烤类，这些东西

会加重咽喉炎的病情。
口味要清淡，不要太过于油腻。

得了咽喉炎，在饮食方面口味要偏淡
一点，不要吃过多的调味料，也不要吃
过于油腻的饭菜。

多点运动，按摩喉部。平时有时
间多做运动，让身体处于健康的状态，
如会按摩的可以按摩喉部，缓解喉咙
的不适。

多呼吸新鲜空气。患有咽喉炎
者，不能长时间处于烟气场合，也不能
呆在过多灰尘的地方，这不利于咽喉
的痊愈，要多呼吸新鲜空气。

患咽喉炎者不
能拖，要及时去治
疗，切忌自己随便
用药。

冬季咽炎应注意啥？

老人和儿童是体弱群体，社会总会多

分给他们一些关爱。那么，扮演力量型角

色的男性呢？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男

性同样是需要关爱的脆弱群体。在日常生

活中，一些男性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性别

特点带来的自信常常使他们忽视自己的健

康。临床上壮年男性猝死的病例并不少

见，尤其是在心血管疾病领域，相比女人而

言，男人之“心”更易受伤。

冠心病有性别差异吗？答案是肯定的。而
且年龄越轻，相对于女性，男性患冠心病的可能
性越高。

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团队针对30岁以下
发病的782名冠心病患者做的一项研究显示，
男性冠心病患者占了96%，女性患者仅占4%，
性别差异巨大。即便年龄增长，男女患冠心病
所占比例的差异仍然较大。在另一项纳入了因
冠心病进行外科搭桥手术治疗的近两万名患者
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55岁以上的冠心病
人群中，男性患者占70%，女性只有30%。

全世界的数据都表明：女性的平均寿命要
长于男性。譬如在中国，男性平均寿命要比女
性短4岁至5岁，而决定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就
是冠心病导致的死亡。

冠心病“男女有别”

从上面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男性的确比
女性更易患冠心病。具体原因是什么呢？一方
面是由于先天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取
决于后天原因。

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天生不同。首先，男
女的遗传基因不同，男性有特殊的Y染色体。
Y染色体可以决定男性的第二特征，同时增加
了冠心病的易感性。

2012年世界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
曾发表一项针对3233名英国男性的研究，其中
指出，部分男性Y染色体的变异可以导致冠心
病的发生危险增加50%。也就是说，在部分男
性中，这种冠心病的风险是与生俱来的。

而女性特有的雌激素，能保护她们的心
脏。在55岁以前，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较
高。雌激素是心脏的“健康卫士”，可以保护血
管的内皮功能，有利于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好胆固醇“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从而协助抵抗血管的动脉硬化。
当女性绝经后，这部分的保护作用就会减弱，所
以一般过了55岁，冠心病的发生率在女性中会
显著增加。若女性在48岁就绝经了，那她们的
冠心病发生风险也会随之提前。

Y染色体
令男人更易中招2

男女患冠心病的差异巨大，更主要的原因
应归结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冠心病的危险因
素，以及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

哪些因素会损害男性的心脏呢？
吸烟

不良生活习惯中，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吸
烟。安贞医院在研究中发现，30岁以下患冠
心病的青年人中，吸烟患者占70%，而且吸烟
时间越长，每天抽烟数量越多，血管狭窄的范
围就越广。有些患者年纪轻轻就发生了心梗，
或者患有严重的三支血管病变（即右冠状动
脉、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左冠状动脉回旋支都
发生比较严重的病变），仔细询问都有长期吸
烟史。吸烟不只是损害心脏，它对心脏血管的
损害更大且不可逆。

肥胖
有一位35岁的冠心病患者就诊时体重

230斤，血管近 80%狭窄，通过运动控制体
重，1年间体重减掉了80斤，复查冠脉造影，
血管狭窄消失了。因而我们认为，男性患者

的肥胖是冠心病发生的重要原因。另外，肥
胖对男性和女性造成的危害不同。在女性群
体中，肥胖是均匀的全身分布，而在男性群体
中，肥胖主要分布在腹部，成为“腹型肥胖”。
腹型肥胖不但影响形象，还会导致代谢综合
征，引起多种代谢紊乱，如血糖增高、血压增
高、血脂增高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冠心病
的发生。

高脂饮食
相对于女性，男性的饮食习惯可能更不健

康，包括高盐、高脂、饮酒等。高盐会导致高血
压的发生；大量吃肉，尤其是吃肥肉会导致血
液变得油腻、瘀滞，增加患冠心病的可能性；大
量饮酒则会引起肝功能紊乱，导致血脂代谢异
常，尿酸水平的增高也会损害心脏血管。

精神和心理因素
男性承担的社会责任越重，精神及心理压

力就越大，人在紧张时分泌的肾上腺素过多会
使心脏过度疲劳，血管过早老化。因此，良好
的心态和适当的休息十分必要。

四个因素损害男性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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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全球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中国科
学家研究发现，一款经典药物在东西方人群中的疗效不
同，是造成中国乳腺癌治愈率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基因差异则是藏匿已久的“罪魁祸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徐兵河教授指出，东亚人群
在一种肝脏酶上的基因突变，可能大大降低了乳腺癌治疗
药物的转化效果。

中国乳腺癌治愈率低于西方

徐兵河介绍，在中国乳腺癌患者中，75%左右的患者肿
瘤上存在雌激素受体表达，这些受体受到雌激素刺激后，
会促进肿瘤生长，导致其转移、复发，所以这些患者在手术
后应使用内分泌治疗药物。

“在全球范围内，他莫昔芬是一款针对这类肿瘤的经
典药物，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被用于临床治疗，至今已有
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徐兵河说。

在实践中，乳腺癌患者需要在术后服用他莫昔芬5到
10年。数据显示，正是由于他莫昔芬的临床应用，乳腺癌
复发率减少了一半，死亡率减少了三分之一。

“可是，我们在用药过程中总感觉中国患者的效果不
如西方患者。”徐兵河说，中国乳腺癌患者的整体生存率虽
然比过去提高了很多，但和美国相比，仍然要低7至10个
百分点。

药物疗效差异背后有何秘密

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他莫昔芬并非一经服用就能
产生疗效，必须经过肝脏CYP2D6酶的转化发挥作用。通
过对患者肿瘤样本进行基因检测发现，一种基因突变明显
地影响了CYP2D6酶对药物的转化效果，他莫昔芬不经转
化，其活性只能达到预期的百分之一。“换句话说，这些人
吃100片药，才能达到1片药的疗效。”团队核心研究者、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马飞教授说。

两成亚洲人存在这种突变

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作为他莫昔芬的替代药物，托瑞
米芬和芳香化酶抑制剂的疗效不受CYP2D6基因突变的影
响。

“因为替代药物更贵，所以长期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使
用替代药物的患者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他们享受到的整
体医疗条件会更好，从而导致癌症复发率较低。现在看
来，可能都是基因在搞怪。”马飞说。

他指出，这项研究对于中国人，以及整个亚洲人群都
非常重要。“这种突变在亚洲人中达到五分之一，而在西方
人中则十分罕见。”

接下来，徐兵河及马飞团队还将针对上述特定基因人
群研究多种替代疗法的可行性，以期通过更严谨的临床研
究对治疗指南进行科学的修改和补充，进一步提高中国乳
腺癌患者的治愈率。

（本报综合）

我国乳腺癌治愈率低
或因基因作祟

赤壁市畜牧兽医局

打好非洲猪瘟防控攻坚战
本报讯 通讯员宋怡君报道：近期，赤壁市畜牧兽医局

统一思想、强化措施、压实责任，坚决打好非洲猪瘟防控攻
坚战。

该局贯彻省防控指挥部“严防死守、外堵内清”的工作
要求 ,把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严守“五
个不得”、“六条禁令”，严控泔水喂猪，对生猪养殖场、屠宰
场、交易市场、无害化处理场等重点场所实行全覆盖清理排
查。加强经赵李桥检查站道口进入该市畜禽防疫堵疫力
度，严禁向疫区和高风险区调运生猪。公布举报电话, 发
动群众举报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该局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印发《非洲猪瘟防
治告知书》，广泛宣传非洲猪瘟鉴别、防范知识和防控措施，
形成群防的强大合力；对全市16个乡镇（办、场、区）182个
村（社区）畜牧兽医技术员开展非洲猪瘟防控知识培训，提
高对疫情的鉴别诊断、早期报告、规范应对的能力。

嘉鱼官桥镇

举办农村保洁员培训班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11月24日，嘉鱼县官

桥镇农村保洁员培训班分别在舒桥村和官桥镇政府开
班，全镇164名保洁员共同学习垃圾分类、职责考核等知
识。

培训现场，官桥镇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人和
镇城建站负责人，就农村垃圾如何分类和自然湾保洁员工
作范围与职责及考核检查验收等要求，为学员们作了指导
性的讲解；同时，宣读了《官桥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倡议
书》内容，动员村民人人行动、树立新风，争做环保的建设
者、拥护者、志愿者；会上除发放《官桥镇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指导手册》宣传资料164份外，还派送写有“官桥环卫”字
样的标志服装328件、手推车164台、垃圾桶800多个、垃
圾转运车10多辆。实现农村保洁员“四统一”，即：统一培
训上岗、统一标志服装、统一装备工具、统一福利待遇，调
动了环卫保洁工作者的积极性。

“通过这次培训，让我了解垃圾分类处理技巧和随意
处置垃圾的危害及改善生态环境的意义，回家后将按领导
介绍的方法操作，把本湾垃圾处置好。”培训会一结束，来
自米埠村8组的培训学员王元富对笔者说。

据悉，这批参与培训的164名保洁员是该镇从164个
自然湾挑选出来的，具有思想素质好、遵纪守法、能吃苦
耐劳、有管理能力和公信力特长，为该镇推动生活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实现全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达
标，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和谐农村人居环境提供了组织
人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