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家
住温泉城区幸福路的周先生在朋友的介
绍下，到医院对身体进行按摩调理。他
表示，不知道效果如何，“按摩穴位真的
能养生嘛？”

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现代人
因养护不当，劳累过度，身体经常会处于
亚健康状态，按摩不同的穴位确实能对
身体起到一定的养生功效。

比如说，常按照海穴，可以摆脱失
眠困扰。照海穴位于内脚踝下方的凹
陷处，按压此穴还可以缓解咽喉疼痛，
嗓子干哑，甚至可以对慢性咽炎起到治
疗的作用。

关冲穴。在出现上火导致眼屎变多
的情况，可通过按摩关冲穴来降火清
毒。中医认为，关冲穴能清理头目，有一

定的泻热开窍功效，火气大的人日常也
可以多按摩此穴。

劳宫穴。把手部握拳，指尖点到
的地方就是劳宫穴。如果你属于情绪
比较急躁，而且工作压力大、夜间感觉
浑身燥热无法好好入睡的人群，那么
就可以多按摩劳宫穴来缓解身体上不
舒服。

天枢穴。位于肚脐周边两边三个指
头宽的位置。中医认为，天枢穴可以帮
助我们促进肠道蠕动，当肠胃堆积了太
多的毒素而出现便秘时，按摩天枢穴也
可以缓解便秘，帮助人体排毒。

列缺穴可以缓解落枕的小毛病。另
外，按摩列缺穴还有缓解神经性头痛、三
叉神经痛、牙痛、咽喉肿痛等病症的作
用。

按摩穴位能养生吗？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

家住咸安同心路社区的市民小峰想咨
询，家人刚做完手术，术后饮食有哪些
注意事项呢？

同心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手术后的饮食对病人的身
体恢复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手术后
一般饮食原则是清淡、易消化、高蛋白、
荤素搭配均衡。配合吃一些合适的蔬
菜水果，不仅能补充身体所需要的维生
素和矿物质，还有利于身体的恢复。

患者手术后必须保证营养摄入充
足合理。饮食可以从流质食物开始，逐
步改为半流质食物，软食或普食，少食
多餐为宜。要在医务人员指导下结合
手术的部位和病情合理调节饮食。

手术后患者要补充优质动物蛋白

质，如猪瘦肉、牛羊肉。其次是补充微
量元素，多补充维生素A、维生素C、维
生素E等，促进伤口愈合。避免食用菌
类发物、猪油、动物内脏、肥肉及含胆固
醇较多的海鲜等，忌烟酒、浓茶。

中小手术患者，术后即可进食；手
术范围较大、全身反应较重者须禁食
2—4天后可进食。腹部手术，特别是胃
肠道手术后，一般应禁食2—4天，直至
肠道蠕动恢复后方可开始从流质饮食
逐步过渡到普通饮食。如需禁食，可经
静脉输液补充营养、水、电解质等。

术后饮食注意事项

jian kang jiao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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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玩手机很专注
为什么会有多动症？

除了药物治疗外，多动症
孩子的父母应该怎么做，专家
特别提醒：“多动症孩子一个
很大的问题就是特别暴躁，容
易出现行为问题、成为‘熊孩
子’。所以家长对这一类的孩
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既要
充分尊重，也要适当地约束、
制定规则，不能让孩子想干啥
就干啥。”

如今，不少父母有意识创
造陪孩子玩耍、看绘本的亲子
时光。专家提醒，在此过程中

也要注重对孩子专注力的培
养，孩子有的时候需要亲子互
动，有的时候则需要安静，当
孩子可以集中一段时间的注
意力独自玩玩具、看绘本时，
不要为了“互动”频频打岔，可
以和孩子做出类似约定：“妈
妈看你现在自己看书很专注，
你先自己看10分钟，妈妈去
做别的事情，等一下妈妈过来
我俩一起看。”不要趁孩子专
注看书、玩玩具时悄悄离开，
因为如果孩子对妈妈离开的

时间有一个心理预期，心里就
不会没有安全感。在孩子做
作业时一会儿叫孩子喝水、一
会儿叫孩子吃水果等过于嘘
寒问暖的行为，也可能破坏孩
子专注力的形成。

另外，父母关系、家居环境
也和多动症发病有关。父母离
婚的孩子，多动症发病率比一
般孩子高。家庭过于拥挤也不
利于孩子专注力的培养，最好
能让孩子有相对独立的玩
耍、学习空间。（本报综合）

不合时宜的亲子“互动” 影响孩子培养专注力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有考生为
应付考试滥用“聪明药”的消息，一方面反映

出学生和家长对药物滥用危害的无知，同时将儿
童多动症摆到公众面前。

精神心理科专家表示，对于儿童多动症，目前在国内
的就诊率较低。在幼儿园或学校老师发现孩子注意力不集
中、有多动症“苗头”而建议带孩子就诊时，经常有家长说：

“我的孩子看电视、打游戏都很专注，一动不动。不是说只要
在做感兴趣的事情能专注，就不算多动症吗？”这其实是对多
动症认知的一大误区，可能会导致多动症孩子得不到及时治
疗。

对于学龄期孩子来说，学习困难、人际交往困难是多
动症的两个最大影响。目前，国际专家共识认为药物
治疗是多动症的一线治疗。家长要注意从小培养

孩子的专注力，在孩子能够专注某事时不要
过于频繁地打扰孩子。

丢三落四、多嘴多舌
都可能是多动症“苗头”

专家表示，对于多动症，家
长们目前同时存在关注不足和
过度焦虑的问题。“能专注于感
兴趣的事就不是多动症”其实是
对多动症认知的一大误区，专家
说：“正常情况下，孩子应该在需
要注意力集中的不同场景中都
可以做到注意力集中，即使是在
有些无聊的场景下，也要集中注
意力。单单做有兴趣的事情时
可以专注，并不能排除多动症。”

而另外一些家长，只要孩子
稍微好动一些，就担心孩子患上
了多动症。“孩子天性活泼好动，
尤其是男孩子，不能稍微活泼一
些就认为孩子有注意缺陷。有
些孩子虽然活泼多动，但上课的
时候注意力很专注，对成绩往往
没有太大影响；有的孩子‘人来

疯’，但是人不来的时候蛮安静
的，那么这个孩子只是兴奋度比
较高，也不是多动症。”专家解
释。

多动症的学名是注意缺陷
多动障碍。实际上除了家长们
通常理解的“坐不定”“上课不专
心”，多动症还可以有很多具体
表现，比如粗心大意、丢三落四、
多嘴多舌、在幼儿园中午不睡午
觉、和人谈话心不在焉、不愿或
回避做作业、日常生活中健忘、
很难耐心排队等候、写字缺胳膊
少腿、阅读障碍（比如6、9不分，
b、d不分）、绑鞋带扣纽扣等精
细动作笨拙等等。

专家介绍，临床接触到的多
动症孩子，首诊年龄在8~13岁，
有的并不是因为多动的症状而
来，但发现其实“病根”在于此
病，“对于多动症我们既不能过
度诊断，也不能因为诊断不足而
忽略了这个病，因为这个病的危
害是非常大的。”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专家介绍，对于学龄期来
说，多动症的最大影响就是学
习困难，学习成绩在低年级或
许表现不出来，但是一到小学
高年级，孩子的学习成绩就会
表现出跟同龄孩子相比下降
的趋势。另外，多动症会使孩
子冲动、不顾后果，容易和别
人产生冲突，因而在人际交往
上出现困难。

“多动症属于脑部发育障

碍，非常容易和精神心理方面
的其他疾病共病，是很多儿童
疾病发作的温床。”专家说，以
上两个影响容易进一步使孩子
产生情绪问题，引发焦虑、抑
郁、强迫、双相情感障碍、学校
恐惧、抽动秽语综合征等。

在症状、症状出现时间、出
现场景等满足一定标准后，即
可确诊多动症。专家指出，根
据目前国际上专家共识，儿童

多动症一旦获得诊断，药物治
疗应该为首选，其循证医学证
据是最充分的；其次是心理治
疗、行为治疗；还有一些其他方
法，如生物反馈，目前还缺乏
明确的循证医学的证据。由
于多动症是慢性病，需要长
期服用药物，一般认为18岁
大脑发育成熟以后病情会好
转，但是也有大概 1/3 的病
人注意缺陷会延续到成年。

多动症影响孩子学习和心理 首选药物治疗

精细米面真的好吗？
谷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主食，南为米，北为面。一直

以来，谷类的精细和洁白程度都被当做是评价其质量好坏
的标准。而无论是从口感上还是视觉上，大家都会认为米
面等谷类看起来越白，吃起来的口感越细腻的品质越好。
但是精细米面真的有那么好吗？

精细米面是指加工精度高的稻米和小麦，色白，口感
好，为很多人喜爱。但从营养价值来说，大米和白面并非
越白越好。谷物由谷皮、糊粉层和胚乳组成，谷皮和糊粉
层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伴随着加工
精度的提高，谷类中损失的营养素就越多，特别是B族维生
素和矿物质。除此之外，谷类加工越精细在摄入后血糖反
应也就越高；而且不同的烹饪方法同一种食物其血糖水平
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蒸米饭时水加多了，蒸出来的比较
软烂的米饭，在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内的血糖水平要明显
高于干米饭。因此对于要控制血糖的人群来说，不宜喝熬
煮时间较长的精细白粥。结合以上两点，建议大家吃主食
的时候适当的选择一些粗加工或者全谷物的食品，比如说
全麦馒头。

针对日常生活中的谷物类食物还有三个小窍门送给
大家。1，烹调谷类食物的时候尽量不要加碱，避免破坏其
中的B族维生素；2，对于油条、油饼、炸薯条、炸馒头等油炸
类谷薯类食物，尽量少吃；3，淘米的时候，可以相对减少淘
洗的次数，同时搓揉的力度不宜过大。

“祛湿茶”不宜随便喝
最近阴雨绵绵，所到之处老是湿嗒嗒的。不少人觉得

每天早上起床时很困，打不起精神来；或是觉得身上重重
的，懒得动弹，好像有种东西坠着一样；还有些人湿疹开始
萌芽或者复发，瘙痒难忍。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主治中医
师李燕红指出，其实这些都是身体对“湿”最直观的感受。
中医讲究辨证施治，祛湿方法有多种，不宜随便喝“祛湿
茶”。

李燕红介绍，中医认为，脾脏能运化水湿。脾喜燥而恶
湿，若脾阳振奋，脾脏健运，运化水湿功能正常，湿邪则不易
致病。反之，湿气太重致人生病后，病人往往出现头昏头
重、四肢酸懒、身重而痛、关节屈伸不利、胸中郁闷、脘腹胀
满、恶心欲吐、食欲不振、舌苔厚腻等症状。荨麻疹、湿疹等
皮肤病反复发作往往也与“湿”关系密切。

怎么快速判断自己体内是不是有湿呢？李燕红支招，
观察大便是最简单的方式之一。

如果大便不成形，长期便溏，往往是体内阳虚有湿；如
果大便成形，但大便完了之后总会有一些黏在马桶上，很难
冲下去，这也是体内有湿的一种表现，因为湿性有黏腻的特
点；如果便秘，但是解出来的大便却不成形，那说明体内的
湿气已经造成了气机阻滞。

体内有湿气，平时在家可以多按压三阴交、丰隆、极泉
等穴位或者艾灸关元、足三里等穴位，可起到除湿的作用。

需要提醒的是，中医祛湿有清热祛湿、淡渗利湿、温阳
化湿等法。在不清楚自己是何种湿气时，最好不要随便喝

“祛湿茶”。

母乳喂养儿拉肚子
多是生理性的

有的宝宝一吃母乳就拉肚子，这多属于生理性腹泻，
一般在添加辅食后有所改善，不需要做过多处理，家长只
要勤换尿布，清洗干净宝宝屁股后用上护臀膏、换上干净
纸尿裤就可以了。

有的纯母乳喂养的孩子大便次数多，尤其是出生后3~
4周内，但是宝宝体重正常增长。一些专家认为这可能与
母乳中的前列腺素E2（PGE2）含量过高有关。PGE2可促
进胃肠蠕动及水、电解质代谢，孩子胃肠功能尚未发育成
熟，会导致腹泻，多见于6个月以内母乳喂养的过敏体质婴
儿。这些孩子往往虚胖，并且脸部常有湿疹，出生后不久
就出现稀水样大便，带奶瓣或少许透明黏液，伴有酸味，大
便每天7~8次。孩子除大便次数多、不成形外，无其他不
适，精神好、食欲佳，体重照常增长。

这种腹泻一般不影响孩子的发育，也不必用药。但
是，也有的专家认为可以给妈妈服用“消炎痛”，能很快降
低前列腺素E2在母乳中的含量，进而使孩子的生理性腹
泻治愈。但这种治疗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不要私自
用药。

（本报综合）

健康铺路者 母婴“保护神”
——记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朱爱华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汪俊东 通讯员 陈先姬

5月14日下午3点30分，记者如约来到市
妇幼保健院3楼妇产科4号诊室，只见满房病
友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专家围个水泄不通，女
专家正聚精会神为患者诊断，目不斜视。

“请问你是朱主任吗？”记者问，“客服部陈
主任约好对你进行专访。”

“是的，我就是朱爱华”这位女专家，停下手
中的工作，微笑着回答，“真对不起，您看现在这
么多患等着就诊，恐怕今天没时间接受您的采
访了。”

看到朱主任那认真为患者细诊样子，记者
也不忍心打断她为患者看病，就说：“朱主任，你
先忙吧，我晚点再来。”

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4：30分我再次来到
朱主任诊室，只见已看过的患者纷纷离开，新来
的患者接踵而至，连走廊的病友都排起了“长
龙”。最后，只好互加微信，用微信采访了。

朱爱华就是这样一位爱岗敬业的好大夫，

她把病人当亲人看待，处处为病人着想。她认
为对待每个病人要有耐心、细心、用所学的专业
知识更好的服务于每个病人，尽量做到让每个
病人满意。她的无私奉献，也赢得了广大病友
的一致好评，病友对该科室的工作很满意，每次
满意度调查都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朱爱华不仅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对科
室的医务人员也严格要求。首先，要求每个医
护人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做到爱岗敬业。保
证服务态度好，提供优质服务；不仅要严抓医务
业务学习和技术素养的提高，不断提高服务能
力，更要抓好服务质量，做到优质服务。想病人
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千方百计减除病人痛
苦，服务宗旨是让病人满意，当好母婴的“保护
神”。

为了响应国家“健康中国”规划，把妇女儿
童健康送到千家万户，朱爱华甘当健康的铺路
者。自去年起，她们到社区进行优生优育的宣

传，加大健康教育宣传力度，提高全民健康思想
认识。她组织开展健康知识6进活动，开展女
性生殖健康知识讲座，主动与机关单位、企业、
工厂联系，义务提供服务。已经在城管执法局、
地质大队、高投集团等单位进行多场讲座，以后
仍会继续。宣讲内容包括更年期保健、关爱妇
女两癌筛查、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等，把这
些健康知识传递给每位女性同胞，让她们有正
确的预防疾病意识，让她们少得病，或不得病。

朱爱华说，她是市妇幼的一名老职工，更有
义务为广大妇女传递健康知识，守护她们的健
康，是她的神圣使命。来看病的都是女性，女人
一生很辛苦，工作生活双重的压力，经常困惑她
们，不管是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会出现一些
问题，这就对她们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既要当
治疗疾病的医生，还要做好心理疏导的朋友，更
要做好预防疾病的宣讲师。她要做到，也一定
能做到，广大妇女知心交心的好朋友。

朱爱华，妇产科副主任，
本科学历，主治医师，妇产科
副主任，从事妇产科工作二
十余年，擅长妇产科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治，对妇产科常
规手术操作、计划生育手术
及救治产科急重症病人有着
丰富经验，曾在省妇幼进修
学习，并在国家级及省级报
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专家介绍

朱爱华

咸宁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