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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气温上升，最高达到近
20摄氏度，阳光好，空气质量
优，春天已经来了。人民医院的
门诊量稳中有升，最高已经达到
5000 多号。每到季节转换之
际，就是疾病高发时节。一方面
冬季疾病还没有完全消退，而春
季疾病已经在蠢蠢欲动。从医院
门诊和急诊情况来看，门诊看春
季疾病的在慢慢增加，如过敏性
疾病、皮肤疾病等，而急诊室的
就诊仍旧以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
系统疾病为主。总体来讲，内
科、外科、骨科、妇产科、小儿
科的患者较多。肠道传染病的发
病情况正常。

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是动脉粥样硬化的罪魁
祸首。胆固醇除了体内合成吸收
外，还有一部分来源于摄入的食
物。推荐要少食动物油，多用豆
油、花生油、玉米油等植物油。
在这些植物油中含有一种植物类
固醇，它不易被吸收，并且具有
阻止肠道吸收胆固醇的作用。成
年人每人每天食油量只要达到

25克即可满足人体需求。少吃
动物内脏、鱿鱼等含胆固醇高的
食物，减少饱和脂肪酸，适当地
增加单价不饱和脂肪酸摄入。

病房住院还是比较紧张，特
别是内科，可以说一床难求，其
他小儿科、外科、妇产科、骨科
的住院人数均较多。

（郑军辉）

一周病情报告

本报讯 在“懒洋洋”的春
季，对有睡眠障碍的人群来说，

“春眠不觉晓”，一定是假的。
失眠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以春季最为常见。有研究表
明，这是因为春天气候多变，
影响人的情绪，容易干扰人体
固有的生理功能；加之气压较
低，易引起人脑分泌的激素紊
乱，产生烦躁、抑郁、焦虑情
绪，睡眠质量自然受到影响。

另外，中医还认为，造成失眠
的因素颇多，除了焦虑、抑郁
等情绪因素，也有可能是躯体
疾病造成。研究表明，临床中
很多失眠患者均是由于肝气不
足或肝阳上亢等肝脏问题引起
的，肝功能异常往往是影响睡
眠质量的重要原因。

所以，如果经常失眠，还
真的别不在意，说不定还真的
是你的“小心肝”闹情绪了。

肝主疏泄 肝不好引起问
题多

肝脏是人体的一个巨大的
“化工厂”，具有代谢、解毒、
免疫、疏泄等功能。来自多家
医院的体检数据显示，甲状腺
结节问题一直高居榜首。我国
的传统医学，在数千年前就对
之有着深刻的认识，将甲状腺
疾病统称为“瘿瘤”。很多肝

脏的问题，首先会体现在颈部不
适，譬如肝气盛的人容易梗脖
子，肝气郁的人容易得颈椎病。
当然，各类甲状腺的疾病也大多
和肝这个器官有直接关系。

除了甲状腺疾病，女性存在
的脸色暗黄、雀斑、月经不调、
更年期提前、乳腺增生、子宫肌

瘤等等，都和“肝气郁结，情志
不畅”紧密相关。

抓住春天好时节，呵护好
“小心肝”

“一年之计在于春”，睡眠无
小事，养肝是大事，呵护好“小
心肝”，才不会错过春季这一养
肝护肝的关键季节。

中医师说，春季适宜养肝，
“全国爱肝日”定在 3月份，是
有道理的。一是因为春气通肝，
肝气旺盛而升发，肝脏疲劳运
转，加上春季细菌和病毒比较活
跃，肝炎的发病率比较高；二是
由于春季人的肝气旺盛，易于排
浊气、畅气血，易于调理。春季
如何养肝？中医专家建议：

日常饮食上，适度多吃鸡
蛋、豆腐、牛奶、鱼、鸡肉等高
蛋白低热量的食物，以及西兰
花、莴苣等绿色蔬菜，和富含维
生素C的新鲜水果，这些都是肝
喜欢的食物。

日常生活中，忌喜怒无常，
忌熬夜劳累，尤其是要保障充足

的睡眠。中医上有句话叫“人卧
血归于肝”。人在睡觉的时候，对
血液的需要量减少，因而就有部
分血液贮藏到肝脏；当肝脏储存
大量血液的时候，它的解毒功效
才会发挥到最高。中医认为，肝
脏在 23时至次日凌晨 3时最兴
奋，这也是肝脏解毒的黄金时间。

春天养肝可以喝点花茶。春
天万物复苏，生机待展，人体却
容易感到困倦乏力，产生“春
困”现象。而花茶甘凉而兼芳香
辛散之气，既可以提神醒脑，缓
解“春困”，又有利于促进人体
体内阳气生发，令人神清气爽。
玫瑰花茶、菊花茶、枸杞茶、铁
皮石斛花茶等等花茶都不错。

经常失眠？说不定是
你的“小心肝”闹情绪了

无论春夏秋冬，宝宝穿衣都是一个
闹心的问题。夏天怕中暑，秋冬怕着
凉，到了温暖的春天，也一样让宝妈们
愁得不要不要的。

所谓春捂秋冻，这些都是有讲究
的，可不能一味地把宝宝包得厚厚的。
春天天气变化大，天气忽冷忽热的，还
昼夜温差大，如果“捂”得太多或太
少，宝宝会非常容易生病！捂得太多会
着凉、捂热综合症、高烧，是的，你没
有看错，穿太多也是会着凉的！如果宝
宝穿太多而捂出了汗，被外边冷风一
吹，反而更容易着凉。除此之外，宝宝

新陈代谢快，厚厚的衣物包裹着他，会
让他的热量不能散发出来，衣服内的温
度越来越高，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孩子
高热、脱水、缺氧、昏迷，甚至呼吸循
环衰竭，就是我们所说的捂热综合症。
穿得太少会着凉、腹泻、流鼻涕、打喷
嚏。春天虽然回暖了，但总的来说还是
冷的。正值春冬交替，气温变化快，如
果没有及时给宝宝增添衣服，那么着凉
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有些孩子，出门
后就开始流鼻涕和打喷嚏了，妈妈就要
留心宝宝是否着凉了。另外，还有些宝
宝在着凉后，还会出现腹泻呕吐的情
况。

1.把握好“捂”的时机 春天的气
温变化比较快，妈妈们可以根据温度，
考虑是否给宝宝穿厚衣服。一般而言
15℃是春捂的临界温度，当白天最高气
温超过 15℃时，不妨脱掉宝宝的厚衣
服，只在早晚给宝宝穿上厚衣服即可预
防着凉。

2. 不宜捂得太紧 穿得紧≠穿得
暖！里外都是厚衣服，把宝宝捂得紧紧
的，不仅会让他感到不舒服，还特别容
易生病：（1）脖子捂得太紧，宝宝容易
头晕恶心；（2）双脚捂得太紧，影响脚

部血液循环，双脚更容易冻伤；（3）胸口
捂得太紧，给宝宝带来压迫感，还容易引
起内热。想要宝宝穿得又暖又舒服，最好
还是选几件薄厚衣服搭配。内层：透气排
汗，推荐纯棉衣物；中层：保暖为主，推
荐羊毛、人造纤维、羽绒、保温纤维等；
外层：防风，棉外套和冲锋外套，不推荐
羊毛外套。

3.根据宝宝自身体温增减衣物 究竟
要穿多少衣服，说到底还是宝宝的身体来
做主。还不懂得如何用语言来表达的宝
宝，他的身体也会告诉你：（1）颈后和背
部温暖干燥，说明他穿得刚刚好；（2）颈
后和背部已经出汗，说明他需要脱掉一些
衣物；（3）颈后和背部有些发冷，说明他
需要穿得更多些。另外，提醒一句，可千
万不要觉得宝宝手脚冰凉就是冷了，宝宝
的手脚末梢循环差，如果周围环境比较
冷，他的手脚很容易变得冰冷，但身体可
能还是温暖的。

4.宝宝这些重要部位必须捂 如果外
边的气温比较低，还刮风了。那么，带着
宝宝出门一定要记得给他穿上袜子鞋子，
戴上帽子，并且把小肚肚给保护起来，这
样宝宝才不容易着凉。

（方红霞）

春天，宝宝应该怎样春捂

心肌梗塞后，得到救治的患
者病情得到缓解。病情恢复后，
对于心脏的养护不能放松。

心肌梗塞，其实就是心肌的
坏死。只要患者发生过心肌梗
塞，就会对心脏产生不良影响，
这种影响可以是终生的。对于得
到救治的心梗患者来说，长期的
心脏养护至关重要。

心梗范围广的患者可能会发

生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甚至猝
死等并发症。因此，预防心肌梗
塞后的心力衰竭及心律失常都是
心梗后的治疗目标。

心梗造成的坏死心肌组织，
需要 6到 8周以上，才能逐渐形
成纤维瘢痕，组织才能相对稳

定。幸存的心肌要承担更大的工
作压力，因此很容易发生心力衰
竭。所以心梗的患者，心脏最怕
累。

要养护心脏，在饮食上、活
动、生活起居上都要特别注意。
饮食要清淡，营养要均衡，每餐
只吃七成饱，一定要戒烟戒酒。
心梗患者在急性期要减少活动
量，重点关注活动中是否出现心
律失常。在生活起居上，建议患
者作息规律，避免便秘。

（郑军辉）

心梗后要注重心脏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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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毛敏敏

雨水翻篇，晴朗上线，又到
万物复苏的季节，而三月的植树
节则是迎接春天的一种应景方
式。3月 12日至 18日是我市的
植树周，连日来，全市上下形式
多样的植树活动陆续开展，桥城
唱响绿色旋律。平时喜欢在家侍
弄花木的市民也忙碌了起来，翻
盆换土、扦插施肥……忙得不亦
乐乎。近日，记者探访了几位

“绿手指”，看看他们都在家种了
些什么花草树木，又有哪些植树
养花的小妙招。

花木苗子不一定是
买来的，喜欢自制有机肥

家住园丁小区的徐龙治闲来
无事就喜欢在家摆弄各种植物。
站在他家的小院门抬头望去，从
一楼的一方小院到二楼的窗台，
直到阁楼的露台，春意静悄悄地
在枝头酝酿。“以前我自己开
店，所以空闲时间比较多，有这
个养花木的爱好。这几年到厂里
上班了，多数趁周末休息的时候
来料理。”徐大叔说，在给花草
树木松土、浇水、施肥、剪枝的
过程中，收获了一个闲适的心

境。
细细研究，栀子花、龟背

竹、罗汉松、朱顶红、君子兰、
金边万年青、月季……小院虽
然不大，但里里外外可以利用
的空间都被徐大叔摆上了大小
花盆。二楼的窗台上，是多肉
的天堂。为什么有些多肉盆里
插满了牙签？徐大叔告诉记
者，这是为了防止鸟儿飞来随
意在盆中扒拉和啄食，坏了多肉
的正常生长。最精彩的要数阁楼
露台：杜鹃、枸杞、六月雪、紫
薇、红梅、腊梅、红豆杉、幸福
树、牡丹花、红枫、海棠……让
人忍不住在含苞待放的初春时
节，就开始幻想接下来的日子这
里葱郁的景象。

徐大叔家里的一花一木并非
全是从花鸟市场买来的，有些是
他自己亲手扦插的，有些是朋友
知道他喜欢送他的，还有些则是
他捡别人弃种的。徐大叔种树养
花的盆盆罐罐也是各式各样，有
的是他从市场买来的，有的是用
水桶、涂料桶等废弃容器改造
的。几盆兰花种得最“精致”，
徐大叔不仅从山上挖了青苔培在
花盆里，还在上面摆了小兔子、
小鹿造型的装饰和捡来的石头造
景。为了室内的几盆兰花，徐大
叔还用家里装修剩下的地板材料
DIY了一个三层的花架。

如何为花木补充养分？徐大
叔分享了几个自制有机肥的方
法。“把家里吃完的鸡蛋壳收集
起来，晒一下，弄碎，最好磨成
粉，掺入土里。”徐大叔说，腐
烂的橘子放在花盆里，也可以当
肥料，番薯皮发酵一下就是不错
的肥料。

养花护草各有招，侍
弄花木心情阳光普照

家住周巷镇万寿村驿亭路老
街的王青莹女士养花种草全靠自
己摸索，或在微信、QQ花草群
里向其他花友咨询，或在论坛看
帖学习如何播种、定植、修剪、
上肥等。2013年，为了打发儿
子离家上大学后的空闲，她开
始关心盆栽蔬菜。接着入坑绿
萝、吊兰等绿植，迷上矮牵
牛，到后来的洋桔梗、雏菊、
月季、绣球等，家中的院子渐
渐被她安排得满满当当。这两
年，王青莹主攻花园“三宝”：
月季、铁线莲和绣球。

“月季种植的环境很重要。
月季喜光照，要栽种在光照充足
又通风的位置才长得好。不论盆
栽还是地栽，植株底部的叶片我
都撸掉的，避免细菌感染。我用

的是自己沤制的土，加些疏松透
气的植料，如泥炭、煤渣、珍珠
岩等，有条件的可以用进口泥炭
混入松鳞和奥绿缓释肥。要开花
又多又好看，就得每月定期修剪
残花和细弱病枝条，修剪完毕后
追肥。月季是药罐子，雨前雨后
要杀菌防病，各种害虫也很多，
想养好也很费精力。”聊起种花
经验谈，王青莹有很多信息可以
分享，“至于铁线莲，我简直就
是它的‘克星’，每年死于我手
上的铁线莲不计其数。但是因为
喜欢，还是一直在继续折腾。值
得欣慰的是，种在花池里的几棵
三类铁线莲还算给面子，每年都
开得异常热闹。种铁线莲最关键
的是排水和透气，用肥不能太
多。”

在王青莹看来，绣球相对于
月季和铁线莲属于好管理易养的
植物，种植环境要求也不是很
高。“我现在种植的是大花绣
球，其它的还没有尝试过。地栽
的话可以长很高，绣球品种很多
也漂亮。每年冬天落叶，三月份

开始长叶子。如果喜欢蓝色，三
月就开始加调蓝剂。”她说，养
花草还是要自己实践，每个人的
种植环境和种植方式不同，适合
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去年夏天，喜欢花花草草的
宗汉网友“串串小姐”在自家打
造的藤本月季花墙曾惊艳身边好
友。“想要让藤本月季爬成花
墙，最重要的是冬季的牵引。在
一月底、二月初，一年中最冷的
时候，选出几条主枝，横向地拉
直、拉平，作为爬墙的主力。病
弱枝条和细枝剪掉，避免植株的
养分流失，保证主枝生长。”她
提醒，春天的时候，要注意保护
笋芽生长。“串串小姐”觉得，
春天到了弄弄花草，之前连日阴
雨带来的抑郁心情也很快一扫而
空。

他 们 并 非 天 生 的 “ 绿 手
指”，靠的是对植物的殷勤相
待。花了功夫用了心，植物自
会给你回应。在呵护花木中感
悟人生，在硕果累累时感谢生
命。

东风随春归 发我枝上芽
——植树周里探访慈溪的“绿手指”

■陈畑畑 整理

微播报

多植一棵树，共造一片绿。3
月 12日，浒山街道新江路社区志
愿者和共建单位鸣山小学的师生在
辖区内开展了植树造绿活动，一个
上午的时间，小区道路两边和居民
房前屋后又增添了一片生机勃勃的
绿色。

■摄影
全媒体记者 陈利群

通讯员 陈红雨

共
植
一
片
绿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慈溪陈
杰：最美读书
人 ！ 午 休 小
憩 ， 读 会 儿
书。

（3 月 12
日12时08分）

@阿拉慈
溪 宁 - 东 方
红：春天到，
嫁接水果苗，
会长出什么样
的水果呢？

（3 月 11
日12时25分）

@小监视
器: 春 天 到
了 ， 天 气 转
暖 ，“ 除 四
害”要开始行
动了。

（3 月 11
日9时21分）

@慈溪丽影秀：笨鸟先飞，勤能补拙。老朋
友北红尾鸲雄鸟回来了。 （3月11日6时37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