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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 协办市人民医院

本周气温变化不大，早
晚较凉，注意保暖。人民医
院的门诊量变化不大，平均
在 5000号左右。目前气候
还是处于秋冬季转换之时，
所以冬季疾病的发生率不是
很高，但随着气温的下降，
一些老慢支、心血管疾病的
发生会越来越多，因此，原
有慢性病的要提前做好预防
措施，尽量避免提前发病。

总体来讲，内科、外科、骨
科、妇产科、小儿科的患者较
多。急诊室中呼吸道疾病和心
血管疾病的老年患者较多。肠
道传染病的发病情况正常。

冬季食养应遵循秋冬养阴
的原则，以温和平补为宜。过
于辛辣燥热的食品容易伤阴，
过于油腻或重口味的菜式容易
加重胃肠道负担，均不宜多
食。时下气候干燥，人们容易

出现口干、眼干、鼻干、皮肤
干等阴伤症状，因此食补养生
还需注意养阴润燥，宜多吃大
白菜、菠菜、白萝卜、石榴、
柑橘、柿子等应季水果蔬菜，
既可补充机体水分，又能调节

胃肠道功能，促进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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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足月出生的早产儿先天

比较虚弱，所以从一出生开始，
喂养就有许多应该注意的事项。

母乳喂养
对于出生体重>2000克、无营

养不良高危因素的早产儿，母乳仍
是早产儿出院后喂养的首选。

母乳+母乳强化剂
母乳强化剂是主要针对早产

儿母乳的一种营养强化，因为纯
母乳中的某一些营养不能满足早
产儿的身体需求，从而需要在使
用母乳的同时使用母乳强化剂，
使早产儿既受益于母乳喂养的好
处，又能获得满足其生长的营养
需求。极（超）低出生体重儿和
出院前评价营养状况不满意的早
产儿，需要母乳强化剂喂养至

40周。此后母乳强化剂的热卡
密度应较住院期间略低，如半量
强化（73kcal/100ml），根据早产
儿生长情况而定。由于母乳喂养
对早产宝宝尤其重要，因此在宝
宝住院期间，妈妈要坚持每天把
奶挤出来送到医院。吃不完的可
以将母乳冷冻，在6个月内没有
问题。这样妈妈的奶水才会越来
越多，当宝宝出院后可以继续吃
到母乳。

早产儿配方奶
早产儿出院后的配方奶，适

用于人工喂养的早产儿或作为母
乳的补充。人工喂养的极（超）
低出生体重儿需要喂至 40 周；
如母乳喂养体重增长不满意可混
合喂养（早产配方奶不超过每日

总量的1/2），作为母乳的补充。
婴儿配方奶
适用于出生体重>2000克、

无营养不良高危因素、出院后体
重增长满意的人工喂养的早产
儿，或作为母乳不足时的补充。

早产宝宝要恢复正常的生长
发育，必须营养充足，且其营养
素的需求还要高于正常宝宝。由
于早产儿的身体素质较差，新妈
在喂养时更要特别精心细心。

母乳易于消化，营养均衡，
因此有吸吮能力的早产宝宝应尽
早哺乳。如果无母乳，应喂早产
儿专用配方奶，少食多餐，由稀
到浓，由少到多，尽量根据宝宝
的作息时间予以喂养。

（郑军辉）

早产儿的喂养方法

首先要注意保暖，及时
添加衣服，戴围巾重视颈部
保暖。室内要定时开窗通
风，但要避免被冷风直接吹
到，外出时戴口罩，避免寒

冷的空气刺激脆弱的呼吸道。
流感多发季节少去人多空气污
染的公共场所，以免交叉感染。

其次是合理营养。正常进
食量不足时，应少量多餐，避

免餐前和进餐时过多饮水。多
吃绿叶蔬菜，以防便秘。尽量
避免食用会胀气的食物，如豆
类、胡萝卜、啤酒等。

第三、适度锻炼。以不感
觉劳累、不出汗为度，循序渐
进，持之以恒。出门前，先在
家中走走，热热身子；出门
时，做好御寒工作。

第四、绝对戒烟酒。香烟
导致肺的防御功能降低，加重
呼吸道感染，诱发急性发作；
而酒精能生湿积痰，刺激呼吸
道，使病情加重。

此外，清晨的空气并不清
新，锻炼并不一定选择清晨，
遇雾霾天尽量减少外出。

（郑军辉）

慢支病人
安全过冬原则

本报讯 连绵阴
雨中，昨今两天的最
高气温来到了 15℃附
近。这比周一已经下
跌了 5℃左右，完成了
由秋入冬的第一步。
随着本周第二轮冷空
气抵达，预计周末气
温跌进 10℃以内。市
气 象 台 提 前 两 天 宣
布，慈溪将于明天正
式入冬。

据市气象台发布
的天气预报，我市处
于冷暖气流交汇区域
的北部，今天降水相
对明显，为阴有中雨
天 气 ， 气 温 10℃-
14℃。在强冷空气的催
逼 下 ， 明 天 雨 势 稍
弱，转为阴有时有小
雨，但气温只有 5℃-
10℃，这意味着今晚到
明天白天气温将出现

“倒挂”。到后天气温
还将进一步下降，只
有 4℃-8℃，创下下半
年新低。市气象台工
作人员表示，根据预
报 来 看 ， 从 明 天 开
始，已经达到了连续 5
天 日 平 均 气 温 低 于

10℃的入冬标准。常年来看，今年入冬略微偏
晚，但还算正常。

一般冷空气过境，会出现一次先雨后晴、气
温先扬后抑的天气过程。而这轮强冷空气在引
发大幅降温的同时，还一举打破了惯例：不仅
阴雨天一直持续到周末——周六、周日预计都
是阴有雨天气，气温也在雨水中稳步下滑。明
天迎来的将是江南典型的冬季湿冷，体弱人群
需做好御寒准备，秋裤、羽绒服都可以拿出来
穿了。

明天是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意为“时
雪转胜”之时。对于北方来说，今年大雪很是
应景。微博网友@中国气象爱好者表示，下半
年“boss”级冷空气主力——北极涡旋正大举
南下，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也在逆势加强，
孟加拉湾南支槽也在东移加深。因此，我国南
方面临冷暖空气“强强对撞”的局面，会有大
范围雨雪和湿冷天气，长江以北均有机会出现雨
雪。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周末慈溪入
冬，但下雪可能还要再等等。目前来看，雨雪分
界线能抵达浙西山区，宁波范围内，四明山和宁
海山区有可能出现雨夹雪。慈溪因为气温和水汽
条件有点“不搭调”，所以初雪和初霜都有点尴
尬。要下雪的话，水汽管够，但气温有点偏高；
对于初霜来说，4℃-5℃的气温倒是够低了，但
遇上下雨也基本不用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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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湿漉漉的南方，
过冬除了靠“抖”，只能靠多穿
保暖衣物，尽管有时候穿得再
多，也挡不住四面八方无孔不
入的冷。这段时间，冷空气时
不时来一波，夹带着雨水、冷
风。对不少怕冷的市民来说已
进入冬季，趁晴好天气晾晒的
大衣、棉毛裤等保暖衣物纷纷上
身。在更湿冷、刺骨的冬天来临
之前，市民们正在抓紧购置羽绒
服、鹅绒被、蚕丝被等保暖用
品。

近日，记者走访多家商场发

现，冬季保暖的大衣和羽绒服正
在热销，款式多样，相较短装而
言长款较多。就价格和款式来
说，华润万家、大润发等卖场普
遍标价在千元以内，多为深色
系，品牌商家销售的羽绒服标价
则基本要上千元，款式、颜色选
择空间也更多。

虽 然 “ 双 11” 刚 过 去 不
久，但多数商家表示，这段时间
羽绒服等保暖外套的销售业绩仍
比较可观，节假日人流量大的时
候，一天至少能卖出二三十件。
谈起冬季外套的选购标准时，某
商场品牌导购告诉记者，多数市
民主要看羽绒服的保暖性以及款

式能否百搭，“冬款外套上市已经
有一段时间了，像有些卖得好的款
式现在已经断码了，虽然之后还会
陆续新增一些款式，但数量不会很
多。现在应该可以说正是市民添冬
衣的时候，天一冷羽绒服立马就能
上身了。”

在随机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
购置冬季保暖外套时，他们更偏好
长款羽绒服。像市民丁小姐在“双
11”抢购保暖用品时，除了在电商
平台抢购了暖宝宝、不同厚度的打
底裤等，她还在某商场购置了两件
3000多元的长款羽绒服。

除了冬季保暖衣物正在热销，
冬季床上用品也成了这些天市民加

紧购买添置的东西。记者注意到，
市内商场均有上架床上用品，冬被
款式多样，光材质填充物就能分出
多种，常见的有鹅毛、羊毛、蚕
丝、鸭毛等，售价根据材质从五六
百元至上千元不等，蚕丝材质的冬
被标价基本在两三千元及以上。趁
着冬季床上用品有优惠，有的市民
一买就是三四床被子。

手工物件向来受到市民青睐，
有些讲究的市民在换季时，特意找
专门的弹被师傅定做手工被，如鸭
绒被、鹅绒被或是现在流行的蚕丝
被。家住水门路的李阿姨不久前定
做了3条蚕丝被，她每年都会找手
艺好的师傅定做冬被，“定做的比

买来的被子睡起来感觉更舒服，我
的朋友也打算去定做几条。”

记者从城区多家手工被定做门
店了解到，现在市民定做手工被的
需求旺盛，特别是适合当季盖的蚕
丝被，一斤蚕丝普遍在三四百元，
质量好的要价更高。而定做一条冬季
蚕丝被至少需要三四斤蚕丝，根据喜
好不同，也有些市民会订购七八斤蚕
丝做一条被子。一位手工被师傅告诉
记者，顾客定做手工被的条数有多有
少，像结婚办事用的会多定做几
条，有一次有人一下就定做了 10
多条，“除了手工被，现在还有市
民来定做蚕丝服、羽绒服，多是给
小孩、老人穿的。”

市民添置保暖用品忙
羽绒服手工被正热销

■全媒体记者 杨贯

■全媒体记者 陆铭铭

12月 3日，“银耀三北”浒
山街道银辉志愿服务队走进金南
社区，开展了理发、配钥匙、中
医义诊、艾灸、普法宣传、食品
安全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宣传等
志愿服务活动，为我市的“创新
活力之城 美丽幸福慈溪”出
力。

■摄影 全媒体记者 蒋亚
军 通讯员 胡淑南

银辉
志愿服务

本报讯 “我妈妈今年 62岁
了，一直听她说这些年牙齿掉了很
多，我也没有太在意，想想年纪大
了掉牙也正常。最近通过慈溪日报
健康科普专栏学习到了不少知识，
看了一下妈妈的牙齿只剩下 15颗
了，非常心疼，想深入了解一下缺
牙究竟有哪些危害，好早点带妈妈
去做这方面的检查和治疗。”自从
本报开设口腔知识科普专栏以来，
不少读者给小编打来电话想咨询更
多的口腔问题，那么今天小编就整
理了一篇关于缺牙的危害，希望可
以为读者带来帮助。

面容苍老 牙齿对维持面部的
外观有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前牙
对面部美观的影响非常大。前牙缺
失会让人看起来缺少年轻活力。另
外，当多数或全部牙齿缺失以后，
面颊部失去支持而向内凹陷，嘴唇
也会不再丰满，面部皱褶增多，鼻
唇沟加深，口角下陷，面容会呈现
明显的衰老状态。

胃肠受累 牙齿缺失以后，
首先是咀嚼功能变差，其影响程

度与缺牙的部位及数量有关。前牙
缺失会影响咬断食物，后牙缺失会
影响磨碎食物。咀嚼功能降低以
后，未经充分研磨、捣碎的食物将
直接进入胃肠道，这将大大增加消化
系统的负担，还会影响到营养成分的
吸收。

余牙遭殃 牙齿缺失后，咀嚼的
任务就落到了其他牙齿身上，同时由
于缺牙空隙的存在，邻近的牙齿也失
去了约束和依靠，这都会大大增加余
牙的负担。若长时间不修复，继而引
发龋病、牙周病，会进一步加重对剩
余牙齿的损害。当余留牙齿数量较少
时，由于它们承担了过大的咬合力
量，将会造成牙槽骨快速丧失，出现
牙齿松动甚至脱落。

发音不清 牙齿缺失，特别是前
牙缺失，会造成发音不清。

关节损伤 牙齿缺失以后，因缺
牙侧的咀嚼功能降低，患者可能会形
成只用另一侧咀嚼的习惯，除此之
外，缺牙数目较多或缺牙时间较长以
后，会因为余留牙的倾斜、伸长等形
成 咬 合 干
扰，造成咬
合 关 系 紊
乱。这些都

会影响到颞下颌关节的稳定，造成关
节的损害等。

更容易引发口臭 当个别牙齿缺
失后，咀嚼力集中在余留牙上，由
于咀嚼力超过了余留牙的承受限
度，致使余留牙齿造成创伤而产生
牙周膜水肿、牙龈萎缩、牙槽骨吸
收等牙齿疾患。如果缺失时间较
长，邻牙的倾斜以及对侧牙的伸
长，会导致咬合关系和牙齿排列出
现错乱，使牙齿间的缝隙增大，食
物就容易嵌塞到牙缝里，引发口
臭、龋齿、牙周病等病症。

记忆力加速衰退 科学研究发
现，老年人牙齿长期缺损与记忆力减
退也密切相关。

红兔口腔
将在 12 月 22
日举行缺牙重
生公益科普大
讲堂，有兴趣
的读者可扫二
维 码 了 解 详
情。

缺牙的危害

本报讯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
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情低落为主
要临床特征，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
闷不乐到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
世，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严重者
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
状。每次发作持续至少2周以上,长
者甚或数年。不过抑郁症不是精神
病，抑郁症不仅仅是心理疾病，更
是一种器质性疾病。据悉，对抑郁
症自杀者的脑部标本研究发现，大
脑内三种神经递质的浓度均低于常
人。目前抑郁症患病人数多，已是
世界第四大疾病，但我国对抑郁症
的医疗防治还处在识别率低的局
面，只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了相
关的药物治疗。而且，抑郁症的发
病和自杀事件已开始出现低龄化趋
势。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抑郁症的
病因是大脑中神经递质减少，使人
失去了活力和热情 .而从中医的角
度来说，在慈溪弘德堂中医门诊部
坐诊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
院主任医师李孝刚教授告诉记者，

是由于人体肝瘀、气虚、肾阴亏，身
体的五脏六腑功能紊乱，导致了抑郁
症的产生。中医是针对内因，先用药
调理脾胃，调节人的五脏六腑，使人
体恢复平衡，从而根治抑郁症。需要
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医不仅指中
药，还包括针灸、按摩等等物理疗
法。

李教授认为，中医重在调理，副
作用小，虽疗效较慢，但坚持服用能
起到标本兼治的作用。中药针对抑郁
所用方剂，具有疏肝理气、清肝泻
火、养心安神、健脾解郁等功效。中
医还有穴位按摩、艾灸、针灸等方
法。在中医学中，抑郁症多归属于

“郁证”“癫病”范畴，运用针刺耳穴
等疗法治疗，有良好的疗效。运用穴
位经络调理气血，使五脏六腑气机调
和，达到缓解和治疗疾病的目的。耳
穴治疗可起到平肝熄风、潜阳、养血
滋阴、宁心安神的作用，可与针刺协
同治疗疾病。临床观察表明，针刺联
合耳穴治疗轻中度抑郁症疗效确切。
在治疗的过程中，如能够配合心理治
疗，缓解患
者的精神压
力，可显著
提高疗效。

现在社会患抑郁症的越来越多，
平时生活中我们改如何预防呢？李教
授建议：

做到“三个不”。对现在不生
气，对过去不后悔，对未来不担心。
遇到困难时不要生气，不要急。

要设法睡好觉。长期失眠可能会
导致抑郁症，如有失眠的困扰，要设
法解决。

多到户外活动。研究报告指出，
适度的户外运动是对抗抑郁症最有效
和天然的药物。从事室内工作的人，
平时每天要有2小时在室外活动，双
休日最好安排2个下午到户外活动。

适当作些保护，避免受刺激、受
干扰。如对令你伤感的地方不要去，
对会惹你生气的人敬而远之，以避免
生气；对于不可抗拒的刺激，要提高
承受能力

日常生活中要安排一些娱乐活
动。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预防抑郁症的
方法很多，只要我们多注意观察,就
会发现适合自己的方法。

中药、针刺、耳穴……

中医治疗抑郁症方法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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