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
家住咸安青龙社区的市民孙女士想咨
询，该如何降低胆固醇呢？

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生活中许多食物都含有胆固
醇，人体摄入适量的胆固醇对身体健康
有所帮助，但胆固醇摄入过高会对人体
造成伤害，特别是身体患有疾病的人。
正常人的胆固醇正常值为0~5.2mmo/
L，一旦超过这个数值，说明胆固醇指
数偏高。

胆固醇过高还会阻塞心脏动脉，导
致心脏动脉变窄，不利于血液流通，如
果是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应该严格
控制胆固醇摄入量。

血脂异常的居民，在饮食上要有所
控制。建议不要吃动物内脏、蛋黄、鱼

子、蟹黄等高胆固醇食物，少吃牛肉、羊
肉、猪肉、带皮鸡肉、、黄油、椰子油、棕榈
油等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部分食物分解出来的糖分会被肝
脏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建议少吃糖或
含糖量大的食物，少喝含糖饮料，少吃
精制谷物。戒饮酒，饮酒本身并不会直
接导致胆固醇升高，但喝酒伤肝伤肾。
肝脏是胆固醇合成的主要场所，肾脏是
胆固醇代谢的主要场所。

每天吃一个鸡蛋并不会造成血液
中胆固醇的升高。但对于已经有高胆
固醇症状的人群
而言，吃鸡蛋会影
响血脂水平，要在
医嘱指导下科学
合理饮食。

如何降低胆固醇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一到

春季，家住花坛社区的周女士出门就
要带口罩，同事一问才知道，她对花粉
有过敏反应，在花开季节里，她都得提
前预防。

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预防花粉过敏，必须以平时的
饮食和日常的预防为主。

易过敏体质的人群，春季应适当
减少高蛋白质、高热量的饮食，少食用
精加工食物；有过敏史的人，如过敏性哮
喘、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或是过敏性皮

炎、湿疹这一类
人，尽量少去花
草、树木茂盛的
地方，更不要随
便去闻花草；外

出郊游时，最好戴上帽子、口罩和穿长袖
的衣物，尽量避免与花粉直接接触；若遇
皮肤发痒、全身发热、咳嗽、气急时，应迅
速离开，如症状较轻，可自行口服苯海拉
明、息斯敏或扑尔敏。一旦出现哮喘症
状时，则应及时到医院诊治。

花粉是难以避免的变应原，最好
在发病季节居于室内，关闭门窗以减
少室外致敏花粉的进入。尽可能不到
野外去。如对蔬菜、果类过敏，应避免
进食那些过敏的植物性食物。

过敏较严重的人群，在花粉季节
到来前应用抗炎剂，如局部外用皮质
激素艾洛松软膏等，表现为鼻过敏症
状者应用鼻用激素或色甘酸钠，伴哮
喘者可经口吸入激素或色甘酸钠以预
防。

春季如何预防花粉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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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人们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投入了巨额资金用
于治疗药物的研发，至今却尚无有效
的药物临床试验结果、有效的药物治
疗。

但轻度认知障碍作为阿尔茨海默
病的早期阶段，是国际公认的阿尔茨
海默病干预的最佳时间窗，若能早发
现早治疗，则可极大延缓阿尔茨海默
病的发生。轻度认知障碍是介于正常
衰老和患病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与
年龄和教育程度匹配的正常老人相
比，这类患者存在轻度认知功能减退，
但日常能力没有受到明显影响。

只是长期以来，我国轻度认知障
碍的知晓率和就诊率较低，轻度认知
障碍人群多隐匿在社区，如何高效识
别和预警该人群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现代临床医学的轻度认知障碍筛
查体系有待完善。此外，规范化辨证
评估体系的缺失、轻度认知障碍脑病
机理论的不足等问题，使得中医学也
未能在社区轻度认知障碍防控中发挥

“治未病”的优势。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慢性进展的

神经退行性疾病，意味着其管理是一
个长期过程。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的就诊率和治疗率均较低，这与医患
双方对疾病管理认知的重视程度不够
有关。选择既能让患者获益，又能够
减少潜在不良反应的药物进行治疗，
才能取得阿尔茨海默病临床优化管理
的双赢。目前已知的治疗方法仍以改
善症状、阻止认知功能障碍的进一步
发展、维持残存的脑功能、减少并发症
为主要原则。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阿尔茨海默
病患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有900多万
人。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阿尔茨海默
病的发病率在4%-6%，并且呈不降反
增态势。家属最易察觉患者身上发生
的变化，我们呼吁大家要关爱自己的父
母或伴侣的记忆、性格、习惯的变化，及
时发现疾病的征兆。同时，每个人都应
关注脑健康，将“记忆体检”纳入例行健
康体检中。

“转头”小动作隐藏大麻烦

“回眸一笑百媚生”这

句诗所比喻的回头之美，

深入人心。日常生活中这

样的美不常见，但有一种

隐藏着大麻烦的“回头一

问”时常发生在老人身上。

浮山办事处甫兴社区

开展女性健康知识讲座
本报讯 通讯员刘旭、刘洁报道：三八妇女节来临之

际，为增强辖区内女性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普及
生殖健康知识，倡导科学文明健康和谐的生活方式，3月6
日上午，浮山办事处甫兴社区携手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
校，开展关爱女性健康知识讲座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职教集团护理系临床妇产科专业副主
任医师王傲芳主讲，以“关爱女性生殖健康”为主题，深入
浅出地讲解了女性健康知识。

讲座中，王傲芳老师以丰富的实践经验、深厚的理论
功底、通俗易懂地向参会妇女讲授了经期保健、孕产期保
健、围绝经期保健、妇科疾病预防等内容。讲座结束后，王
老师还耐心接受了妇女群众的现场咨询，针对广大女性所
担心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

此次讲座使广大女性居民对常见妇科病预防有了一
定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了辖区女性居民的健康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受到了广大女性居民的热烈欢迎。

阿尔茨海默病的三个时期
阿尔茨海默病根据认知能力和身体机

能的恶化程度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1-3年）为轻度痴呆期。表

现为记忆减退，对近事遗忘突出；判断能力
下降，不能对事件进行分析、思考、判断，难
以处理复杂的问题；工作或家务劳动漫不
经心，不能独立进行购物、经济事务等，社
交困难；尽管能做些已熟悉的日常工作，对
新的事物却表现出茫然难解，情感淡漠，偶
尔激惹，常有多疑；出现时间定向障碍，对
所处的场所和人物能做出定向，对所处地
理位置定向困难，复杂结构的视空间能力
差；言语词汇少，命名困难。

第二阶段（2-10 年）为中度痴呆期。
表现为远近记忆严重受损，简单结构的视
空间能力下降，时间、地点定向障碍；在处
理问题、辨别事物的相似点和差异点方面
有严重损害；不能独立进行室外活动，在穿
衣、个人卫生以及保持个人仪表方面需要
帮助；计算不能；出现各种神经症状，可见
失语、失用和失认；情感由淡漠变为急躁不
安，常走动不停，可见尿失禁。

第三阶段（8-12 年）为重度痴呆期。
患者已经完全依赖照护者，严重记忆力丧
失，仅存片段的记忆；日常生活不能自理，
大小便失禁，呈现缄默、肢体僵直，查体可
见锥体束征阳性，有强握、摸索和吸吮等原
始反射。最终昏迷，一般死于感染等并发
症。 （本报综合）

你是否看见过这样的一幕：当有
人向老人提问时，哪怕是个简单的问
题，老人也会将头转向他的陪同者。
尤其是在老年患者就诊的过程中，这
种现象频繁出现。

医生了解老年患者的病情时，通
常会问“您怎么不舒服？”“头晕吗？”

“平时都吃些什么药？”……此时，不少
老年患者会做出一个动作——转头朝
向自己的陪同者，问“我哪里不舒服
呀？”“我头晕吗？”“我吃的是什么
药？”……

有的时候老人可能真的是记不清
楚了，需要陪同者来证实。但研究发
现，这一现象常发生在罹患阿尔茨海
默病（Alzheimer Disease, AD）的老
年人身上。经专家研究表明，虽然转
头并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特异体征，
但转头应当被视为一种阿尔茨海默病
的警示体征。特别是当咨询的全过程
均是这种状态时，医生就需对患者进
行全面的认知功能评估和老年认知功
能障碍专科检查以明确其是否已经罹
患阿尔茨海默病。这一体征出现得越
频繁，则提示效果越具有特异性。

在记忆障碍门诊，这种现象更为
常见。这个小动作也有个专有名词

“转头征”（Head-turning sign）。

老人转头提问
为何需要警惕

说到“转头征”的问题，这是有研
究数据支持的。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
医院的 Miguel Tábuas Pereira 教
授在2016年的第二届欧洲神经病学
大会年会上公布过一项研究结果。

Pereira研究团队纳入了78名阿
尔茨海默病（AD）和遗忘型轻度认知
障碍（a-MCI）受试者。研究严格参照

“转头征”的标准定义：护理人员坐在
患者身后呈45度角，距离患者约1米，
患者在回答由医生提出的连续5个预
定提问时，自愿将头部转向护理人
员。这些问题包括“你上一顿饭吃的
是什么”“今天是几月几日”等。“转头
征”以0-5分作为评分标准，得分取决
于参与者转头的次数。

研究结果显示，有83.3%的AD受
试者和44.4%的 a-MCI受试者出现

“转头征”。如果考虑以至少出现一次
“转头征”作为AD的诊断标准，则敏
感度大约为80%，特异度约为53%。

研究者同样发现了“转头征”和
脑脊液Tau蛋白、磷酸化Tau蛋白，
以及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评分之间存
在关系，而和抑郁或自知力之间的关
系无统计学意义。所以，“转头征”是
一个不寻常的具有临床导向价值的
体征。它与阿尔茨海默病有直接联
系，并可以作为临床诊断的典型指征
之一。

“转头征”是患病
典型指征之一

阿尔茨海默病会缓慢而痛苦地带
走一个人的记忆能力、计算能力、行动
思考能力，使患者无法正常说话、吃
饭、找到回家的路。世界权威医学杂
志《柳叶刀》的统计数据显示，预计我
国到2050年有超过4500万名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

家属是可以早期发现阿尔茨海默
病临床症状的第一人。但事实恰恰与
此相反。“忘事”“脾气改变”“情绪大
变”“总算错账”……患者的这些前期
症状常被家属认为是自然衰老的“老
糊涂”现象。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
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
病。临床上以记忆力减退、失语、失用
（即运用障碍，表现为不存在瘫痪和深
感觉障碍的情况下肢体的运用障碍）、
失认、视空间功能损害、执行功能障
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智
能障碍表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明。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阿尔
茨海默病患者人数也会相应增多。因
此，当老人出现衰老变化时，不要简单
地认为是因为他们老了，或是“糊涂”
了，应该首先排除疾病的因素。

轻度认知障碍是最佳治疗期

是老“糊涂”了还是生病了

锻炼后吃得不健康可能会抵消锻炼
效果。美国一项研究显示，想运动后吃
得健康，最好运动前就想好运动后吃什
么。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研究人员
把志愿者分为两组，要求第一组137名志
愿者运动前想好运动后吃苹果、巧克力

蛋糕，还是什么零食也不吃；第二组119
名志愿者则在运动后选择吃什么。结果
显示，第一组大约74%的人选择苹果这
种热量较低的健康食品，这一比例在第
二组低得多，为55%；第一组和第二组分
别有14%和20%的人选择巧克力蛋糕这
一高热量食品。

研究人员在由最新一期《营养素》
杂志刊载的文章中写道，仅仅提前决
定运动后吃的零食，就可能提高吃得
更健康的几率。如果目标是减轻体
重，这项研究建议，决定运动后吃什么
的最佳时机“不是在锻炼后饥肠辘辘
时，而是去健身馆前”。这项研究印证

了先前一些研究的发现，即相比提前
决定吃什么，人们当场决定时更容易
放纵自己。

研究人员打算下一步研究运动如何
影响人的食欲，也就是人们运动前后如
何选择吃什么及其原因。

（本报综合）

运动后如何吃得健康

“三杯茶”助你克服食滞困倦与烦闷
春天来了，身体困倦、消化不良，打不起精神，心理上也

出现了焦躁、烦闷的症状，如何进行调整？
广东省中医院脾胃科大科行政主任黄穗平教授给大家

推荐“3杯茶”。
第一杯茶：焦山楂茶

如果之前肉类吃多了，推荐使用山楂来消食，消肉食要
用炒山楂，2015版《中国药典》中有记载“焦山楂消食导滞
作用增强”。

做法：30克炒山楂泡水或煮水喝即可。（小孩用10克
即可）。

注意：山楂有活血的作用，孕妇要小心，避免食用。
小贴士：炖肉时加一些山楂片，肉更容易煮烂，也可提

前在进食前消肉滞。
第二杯茶：炒麦芽茶

如果之前米面吃多了，推荐使用炒麦芽，中医认为焦麦
芽消食化滞作用力强。

做法：炒麦芽30g（小孩10克即可），煮水喝。
注意：积食消掉以后就不用继续喝了，多喝容易消耗身

体元气。
第三杯茶：焦三仙茶

除了上述单方，还有组方，黄穗平推荐，山楂、麦芽、六
神曲三味药配伍，是消食导滞类中药中最佳的组方。

中医传统经验认为，这三味药炒焦后其消食导滞作用
增强，为形容这三味药的焦品疗效灵验，称其为“焦三仙”，
意为疗效显著如“仙药”。

在《用药心得十讲》中有这样的记录：“焦神曲、焦麦芽、
焦山楂，三药合称谓：焦三仙，能相互增加其消食导滞能
力”。

做法：焦山楂、焦神曲、焦麦芽各10克（小孩6克），每
天煮水喝一至两次。

注意：一般喝两天后，因为积食导致的厚腻的舌苔就会
慢慢消退，用多了容易导致脾胃功能退化。腹胀甚至腹痛
难耐者建议就近就医，切勿耽误治疗。

运动睡眠饮食都需调整
当然，想要更快更好地甩掉“节后综合征”，还要注意运

动、睡眠、饮食三方面一起作出调整。
1.适当运动
建议参加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如轻快的步行、慢跑、

舞蹈、伸展等，让自己的身心“动”起来，胃口和心情也会调
整到正常状态上来。

虽然急于消耗掉长假囤积的脂肪，但节后锻炼别忘了
尊重科学健身的规律，切忌盲目恶补。

2.保障睡眠
让自己的生活有规律，早睡早起，慢慢改善假期熬夜带

来的身体负担，保障睡眠充足，这样白天精力就充沛了。
3.调整饮食
节日期间吃得丰富、油腻，假期后应慢慢恢复正常规律

的饮食，定时饮食，尽量吃清淡一点，减少大鱼大肉，尽量为
肠胃减轻负担。

很多人患上流感后，鼻塞、流涕的症状好转了，又开始
没完没了地咳嗽，以干咳为主，伴有咽痒咽干或自觉咽中
有痰难以咳出，常在夜间或早晨更明显。

很多人到中医院来就诊时常问：我的咳嗽是热咳还是
寒咳呢？一般来讲，如果咳出的痰是黄色的，伴有口干、小
便黄、大便干，舌苔偏黄的咳嗽往往是热咳。如果痰是白
色、小便清长、大便不干，舌苔偏白的咳嗽往往是寒咳。

在调治方面，热咳病人可用桑叶10克、南杏仁10克、
北沙参10克煮水；寒咳病人可用苏叶10克、南杏仁10克、
北沙参10克煮水饮，煮时均可加大枣三枚、生姜三片调味，
一日饮两到三次。

流感80%以上是病毒引起，病毒感染导致的气管黏膜
损伤，咳嗽常持续三到八周不愈，有些病人用“三素一汤”
（抗菌素、激素、维生素、补液）或“抗菌素加镇咳药”治疗，
殊不知病毒性感染在未合并细菌感染时用抗菌素无效，激
素对过敏性咳嗽有效，但对血糖、血压、胃黏膜有不同程度
的影响。而镇咳药物能临时缓解咳嗽症状，药效时间一
过，依然咳嗽如前。因此流感后咳嗽目前没有特效治疗药
物，可找正规医院的中医师辨证，开服有抗病毒作用的祛
风止咳中药治疗。不过，如果流感后咳嗽迁延不愈超过两
周，建议去医院检查治疗，如拍X片检查排除肺炎，抽血检
查排除支原体感染。如果细菌性肺炎或支原体感染可在
医生指导下加用抗菌素治疗。

日常饮食可适当多吃富含维生素A、C的食物，增强黏
膜上皮细胞的防御能力。维生素A在肝、肾、蛋黄、胡萝
卜、南瓜、杏等食品中含量较高。维生素C在菠菜、西红
柿、山楂、猕猴桃中含量高。少食煎炸、辛辣食品，少食海
鱼、蟹虾。另外，切忌熬夜劳累，戒烟少酒，适当运动，比如
慢跑、打八段锦等。 （本报综合）

流感过后咳个不停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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