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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 协办市人民医院

本周节气进入立冬，温度略
有降低，时有雨，时有雾霾，大
家出行注意防护。立冬表示着冬
季的开始，气温的变化将会明
显，一旦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
会很快，所以大家要注意天气变
化。在身体方面要保护好脖子、
肩膀、腰部、膝盖、脚等部位。
人民医院的门诊量变化不大，平
均在 5000 号左右。疾病方面，
由于温度变化不大，病种和发病
情况基本没有变化。消化系统疾
病、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
在慢慢增加。内科、外科、骨

科、妇产科、小儿科的患者较多。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有下降。肠道
传染病的发病情况正常。

超重肥胖的青少年在膳食上要限
制高能量食物的摄入，如油炸食品、
肥肉、糖果、奶油食品以及高盐高油
的快餐；多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
鱼、牛肉、蛋奶、豆制品等，饮用白
开水或不添加糖的新鲜果蔬汁；要避

免盲目节食和禁食，切不可盲目服用
减肥药品；最后要密切控制每日能量
摄入，并监测体重的变化。此外，要
在合理膳食的基础上，辅以科学运
动，养成运动习惯。

病房住院病人出现等床位现
象，特别是内科、小儿科、外科、
妇产科、骨科的住院人数均较多。

（郑军辉）

一周病情报告

糖尿病患者伤口感染的几率
会比血糖正常的人要高，且伤口
愈合也比一般困难。对此，一定
要控制好血糖，伤口局部也要严
格消毒换药。如果手术创面大，
加上又有基础疾病，就会更加影
响到伤口的愈合。所以，一般建

议患者首先治疗好基础疾病，同
时，还要注意补充蛋白质，加强控
制感染。

日常饮食上，可适量增加锌的

摄入，同时适量吃些鱼油，鱼油中
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具有消炎作
用。其次是增加蛋白质的摄入，以
促进伤口愈合。同时多补充维生素
A、C，能够促进伤口愈合，减少
伤口感染。而腐乳、葱、辣椒等食
物因其容易引发感染，不利于伤口
愈合，应该戒口。

（郑军辉）

糖尿病患者术后的调养

拾暖藏精话立冬

本报讯 生气会酿造本可以避
免的事故，而经常容易生气的人，
中医专家认为，身体各器官也在默
默承受着痛苦。

伤肝 中医认为“大怒伤肝”。
肝主疏泄条达，疏泄即疏通畅达之
意，也就是说肝气既不能抑郁，也
不可亢盛，应保持一种活泼灵动的
生机，这样才能气机调畅、气血和
平、心情舒畅，生理功能和谐。

伤肺 中医认为，肝主生发，
肺主肃降，升降相因，则气机条
畅。若生气动怒，肝气生发太过，
则肝火亢逆上行，影响及肺。

伤胃 大家都知道，人在生气
时会吃不下饭。这是因为肝主疏泄，
肝的功能是保持脾胃正常消化功能的
重要条件。若肝郁气滞，肝气犯胃，
从而会形成肝胃不和的病变。

影响睡眠 生气时情绪激动，
心中烦躁，很难静下心来，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就很难入睡，引发失眠。
诱发心血管疾病 人在生气动怒

时，会使心跳加快，心脏的收缩力增
强，血压升高，大量血液冲向大脑和头
部，使供应心脏的血液减少而造成心肌
缺氧，从而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

诱发甲亢 生气会令内分泌系统功
能失调而致工作紊乱，导致甲状腺亢奋
而分泌激素过多，久而久之会诱发甲亢。

皮肤易生色斑 生气会严重影响
血液循环，使气血失于通畅，导致皮
肤所供血液中内毒素增加，刺激毛囊
诱发炎症，色素容易沉着而生色斑。

加速脑细胞衰老 生气会使大脑
的血液供应出现异常，甚至充满毒
素，使氧气减少，不但会影响大脑的
正常工作，使思维出现紊乱，还会加
速大脑细胞的衰老。

生气动怒在情志变化中是重要的
致病之源，所以在中医学中有“百病
皆生于气”之说。那如何防止有效避
免情绪失控呢？

心理 及时放松自己，保持心理
的平衡和
宁静。针
对精神长
期高度紧

张，白领应学会自我调试，及时放松
自己。如下班后泡泡热水澡，与家
人、朋友聊天，双休日出游等等。

运动 体育运动能缓解压力，让
人保持良性的、平和的心态。随着身
体的发热、血液循环的加快、血管的
扩张，能使工作和劳动所带来的神经
紧张、脑力疲乏、情绪紊乱得到一个
积极的调节。

饮食 要注重疏肝解郁。从传统
中医药理论上而言，一般容易生气的
人，肝脏功能不好。此时，我们的肝
脏需要保养，可以喝一些疏肝解郁
茶，比如石斛花茶、玫瑰花茶、菊花
茶等。平时也可以吃些保肝护肝的药
食同源的养生产品。

你生气的样子，
真的很不好

1965年，瑞典一位医生发明
了 种 植 牙 技 术 ， 瑞 典 人 Gosta⁃
Larssor 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尝试种
植牙的患者，而且他的这颗种植
牙整整为其服务了 42年。那什么
是种植牙呢?据悉，种植牙也叫人
工种植牙，它是将与人体骨质兼
容性高的生物材料植入牙槽骨
中，然后在种植体上做出假牙的
一种修复方式。种植牙以无需磨
损邻牙、咀嚼功能强大、生命力
更长久、自然逼真被称为人类的
第三副牙齿，已经逐渐成为当今
国际口腔医学界公认的缺牙首选
修复方式。

缺牙的危害
据口腔医师介绍，牙齿除了

影响口福，还影响美观和健康。
在西方很多 90岁的老人依然容光
焕发，跟有一口完美无缺的牙密
不可分。一个人每天吃饭，需要
进行数万次的咀嚼运动，而这种
运动通过三叉神经把感觉传递到
大脑，好像每次都在为大脑做保

健运动。国外有研究表明年长者由
于缺牙导致咀嚼能力部分或全部丧
失，致使咀嚼动作对大脑形成的良
性刺激消失，这样的老人发生老年
痴呆的几率远高于咀嚼能力健全的
老人。而且拥有一副好牙，就能很
好地咀嚼食物，咀嚼好食物才能有
利于我们均衡地吸收各种营养。另
外，失去牙齿的支撑，颌脸坍塌，
而健康整齐的牙齿支撑脸部更饱
满，更显精神气。

关于种植牙谣言
目前，关于种植牙的知识大众

也不是特别了解。口腔医学专家
说，有几大关于种植牙的谣言，有
必要澄清一下。

谣言一：牙槽骨萎缩必须植骨
才能种牙

真相：传统种植牙技术，半口/
全口缺牙患者尤其是牙槽骨极度缺
失患者，从牙骨移植到植入种植体
再 到 最 后
安 装 牙
冠 ， 往 往
耗 时 1—2
年 不 等 ，

有些甚至通过植骨也无法达到种牙
条件。而采用新型种植技术如穿翼
板种植和穿颧骨种植，则不用植骨
和上颌窦提升，既能减少手术痛
苦，又能缩短愈合时间，当天种牙
当天用。

谣言二：缺牙的数量就是种牙
的数量

真相：种植牙的情况可以细分
为单颗种植、多颗种植、全口种
植，根据缺牙的多少具体制定种植
体植入的数量，就像建一座桥，需
要桥桩的数量取决于桥的长度和地
基的稳固性。

谣言三：种植牙可以一劳永逸
真相：种植牙的使用年限，目前

观察通常能达 20年以上，最长已达
50年以上。植入后的纯钛人工牙根
一般很稳固不易出问题，但如果种植
牙的牙冠保护不好则可能需要更换。
种植牙的使用年限与个人维护、口腔
卫生情况以及全身健康情况有密切关
系，种牙后最好每隔半年至一年看一
次牙医，及时发现问题。

当然，对于即刻种植牙这种高
新技术，必须寻找有资质的口腔医
院进行，要对自己负责。一个合格
的种植牙机构，其医生必须经过完
整的种植牙技术培训。

植齿添牙 一生好饭
■全媒体记者 毛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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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素问·四
季·调神大论》有载：“冬
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
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
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
若有私意，若以有得，去寒
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
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
也。逆则伤肾，春为痿厥，
奉生者少”。此话，精辟地
论述了在冬季人们的精神调
养、起居调养和饮食调养的
方法。告诉我们：立冬节气
的到来，意味着阳气潜藏，
阴气盛极，草木凋零，蛰虫
伏藏，万物活动趋向休止，
以 冬 眠 状 态 来 “ 养 精 蓄
锐”，为来春生机勃发作准
备。因此，冬季养生应顺应
自然界闭藏之规律，以敛阴
护阳为根本。重点可以从以

下方面来保健：
1.生活起居调养。尽量

早睡晚起，并保持室内空气
流通。冬日阳气肃杀，夜间
尤甚，要“早卧迟起”。早
睡以养阳气，迟起以固阴
精。日出而作，保证充足的
睡眠，有利于阳气潜藏，阴
精蓄积。晨练要赶晚，最好
是等到太阳出来以后再起床
活动。要注意锻炼时不可运
动量过大，造成出汗过多而
消耗阳气，同时要十分注意
背部、足部的保暖。一旦受
寒，就会损伤人体的阳气，
出现上感或支气管炎、关节
炎、心脑血管病等陈疾的复
发、加重等现象。此外，衣
着厚薄要适当，过少过薄、
极易感冒又耗阳气；衣着过
多过厚，若室温过高则容易

开泄，阳气不得潜藏，寒邪
就易于侵入了。宜健脚，每
天坚持步行半小时以上，活
动双脚，同时每天坚持睡前
泡脚，安神活血祛淤。

2. 精神宜安静。在冬
季，人们要想办法控制自己
的精神活动，要把神藏于
内，不要暴露于外。具体做
法：一是要能调摄不良情
绪，人总会遇到不顺心的
事，要学会调摄情绪，遇事
节怒，宠辱不惊。对于抑郁
心中的不良情绪，通过适当
方式发泄出来，以保持心态
的平和；二是延长光照时
间。因为冬季光照时间短，
也是情绪抑郁的一个原因。
当黑夜来临时，人体大脑松
果体的褪黑激素分泌增强，
它能影响人的情绪，而光照
可抑制此激素的分泌；三是
用“安静式爱好”促进精神
安静。因为冬季是养生、收
藏的季节，所以应以安静的
活动为主，如琴、棋、书、
画、集邮等为主。总之，精

神养生是冬季养生非常重要的
方面，应从“立冬”节气开始
做起。

3.饮食宜温补。俗话说：
“冬令进补，明年打虎”。立冬
是进补的最佳时期，冬季寒气
逼人，人体生理活动需要更多
的热能来维持。冬令进补能使
营养物质转化的能量，最大限
度地贮存于体内，滋养五脏。
根据中医学天人相应、时脏对
应的理论，冬季属肾，肾主脏
精而为生命之元，故冬季进补
重要的是滋补肾脏，冬季宜适
量多食咸味食品，如海带、
紫菜、海蜇等。此外，冬季

“食补”也有一定的讲究，应
选用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
易于消化的食物。对于大多
数健康人群而言，冬令进补
是指饮食调理的过程，通过
膳食的平衡来调节人体内的
阴阳平衡，补充后天之精。
而对于亚健康及慢性病稳定
期的患者，冬令可采用药
膳，尤以膏方为主。

（黄芳）

■全媒体记者 毛敏敏

如何申请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马女士：已经申请过一次工伤待遇，申请的时候没有离

职，现在离职了，想要申请一次性医疗补助金，除了已办结的
《参保人员减少表》原件及复印件和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
明书外，其他材料还需要吗？有时间限制吗？

答：申请一次性医疗补助金资料：工伤待遇申请表，一次
性医疗补助金申请表。退休前办理就行。

脊柱内固定材料报销比例是多少
余先生：我参加的是职工医保，脊柱内固定材料的规格是

C020203，医保能不能报销？如果能报销的话，报销比例是多
少？

答：报销时对应手术国产3%，合资10%，进口15%。

社保为何停止扣费
胡先生：我是本地户口，个人缴纳的社保。8月正常扣费

的，去银行查过，与银行签约也正常的，但是9月开始就没有
扣钱了，卡里余额还有1万元左右，请问怎么回事？

答：需要去便民服务中心或人社局拉出纳税代码，重新去
银行绑定。

可否办土保转社保
马女士：请问还可以办理土保转社保吗？可以的话，需要

什么材料？去哪里办理？
答：可以办理。土保转社保慈溪政策所需资料：身份证、

农村商业银行存折或者卡。土保转社保宁波政策所需资料：身
份证、户口本，到人社局窗口办理。

土保转社保补贴如何查询
张先生：请问土保转社保的补贴发放到什么账户？我去农

商行查过，还没有收到这笔钱。
答：可以带身份证和银行卡来社保局103办公室查询。

哺乳期换单位是否有哺乳假
杨女士：我现在在哺乳期，在企业享受每天一个小时的哺

乳时间，如果我辞职去另外一个企业上班了，是否还可以享受
哺乳时间？

答：相关法律规定，对哺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
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安排不少于1个小时的哺乳时
间；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1个婴儿，增加1个小时的哺乳
时间。

（以上信息由慈溪81890工作人员提供答复）

本报讯 对于“老烟枪”
来说，戒烟是件很困难的事，
清楚吸烟危害健康，但想戒戒
不掉。我市首家规范化戒烟门
诊已在市第三人民医院筹备完
成，将于本月 10日 （每周六
下午）起开诊，这对烟民来说

或许是个新的戒烟尝试。
“吸烟有害健康的道理大

家耳熟能详，但能自觉戒烟的
老烟枪却寥寥无几。”市第三
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沈蔚告
诉记者，吸烟者戒烟困难的原
因在于尼古丁成瘾，又称“烟
草依赖”。烟草依赖危害于无
形，致病于长远，可导致多系
统损害。有研究表明，吸烟是

导致肺癌的首要原因，与不吸
烟者比较，吸烟者发生肺癌的
危险性平均高 4-10倍，重度
吸烟者可达10-25倍。

沈主任说，其实世界卫生
组织早已将烟草依赖作为一种
疾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然而
烟草依赖者靠个人毅力戒烟往
往效果较差，戒后复吸的情况
也很常见。“对于大部分吸烟

者，尤其是已患烟草依赖的吸
烟者，想要成功戒烟，除了本
人强烈的戒烟意愿外，更需要
专业化戒烟干预。过程中如果
能得到专业医生的指导、帮助
和督促，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记者了解到，为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帮助吸烟者戒
烟，降低人群吸烟率，减少

吸烟对公众的危害，市第三
人民医院开出了全市首个规范
化戒烟门诊。“我们主要通过
吸烟依赖性检测、提供戒烟
药物及其他个性化特色戒烟
服务，从心理、生理等多角
度来帮助吸烟者完成戒烟过
程，并定时进行回访。”沈主
任如是说。

市三院开出全市首家规范化戒烟门诊

本周六开诊
想戒烟的“老烟枪”不妨去试试

■全媒体记者 冯茜
通讯员 蒋谦

看完电影，总有那么一
些人随手把饮料杯留在座位
上。文明城市处处见细节，
但愿我们的观众从我做起，
为文明践行而努力。

■拍拍小友 徐委峰

清补养生热线：13600622490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代灵芝孢子粉
从本源上提升免疫力

股票代码：603896
浙食健广审（文）第20170801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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