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1月30日 责编刘静 美编唐鼎 邮箱 ttjkdh@126.com健康综合 AⅡ·14

为了引起青年群体的关注，
最近几年，每年的世界艾滋病
日，河南省卫生和疾控部门都将
艾滋病宣传活动放在高校中举
行。“目的就是提醒学生，引起他
们的警醒和关注。”朱谦说。但
令他和众多艾滋病防控人员发
现如今一个防控难点是，“他们
不是不知道，而是他不愿意去
做，也就是知行分离。”

他说，我省目前共有103个
艾滋病监测哨点，调查显示，
90%的大学生都知道，性生活中
使用安全套是防控艾滋病的一

个很重要手段，但只有50%的人
性生活时，真正使用安全套。

谈及原因，朱谦认为，这有
很多种因素。“有的是因为当时
没有安全套，有的是觉得使用
了，是对对方的不信任，还有的
就是为了寻找一时的刺激。”

在朱谦看来，单纯的知识普
及不能改变人的行为，真正要影
响人的行为，还是要从价值观入
手，重要的是要加强警示性教
育，让大家知道艾滋病的危害，
尤其是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
重危害。“所以我特别建议对于

艾滋病防控宣传要从中学开始，
纳入学生的生理知识体系中，长
期熏陶，才能真正树立对生命的
尊重，对别人的责任感，并且掌
握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和技能。”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
到2020年力争实现三个90%的
防治目标。即90%的感染者通
过检测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
90%已经诊断的感染者接受抗
病毒治疗；90%接受抗病毒治疗
的感染者病毒得到抑制。而实
现这个目标，则需要全人类的共
同努力。

(上接AⅡ·16版)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陈燕

常年反复倒班导致人体生
物钟颠倒，使人体激素分泌功能
失调，诱发神经、内分泌系统紊
乱，而且倒班对女性的健康危害
更大。一般来说，通过调整生活
方式和适当增加运动量，可最大
限度地减少倒班对健康的危
害。同时，营养摄入和饮食安排
方面的调整也很重要。

“首先，尽量调整好作息、活
动、睡眠的时间，吃好一日三
餐。”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临床
营养科主任周燕说，夜班族在正
餐时往往食欲不佳，更应该增加
花样品种，主食副食搭配，荤素
搭配，美味可口但要注意清淡，
量不宜多，避免吃炸、煎及过多
油腻食品，尽量减少或避免甜
食、饮料。

其次，多选择维生素丰富的
食物，尤其是维生素B1、B2、B6、维
生素C、维生素A和维生素E。如
膳食摄入不足或不均衡，可考虑
额外补充以上各种维生素，特别
是已经出现内分泌失调的患者，
更应在医生指导下及时补充。

据周燕介绍，B族维生素有
利于调节神经状态，预防神经紊
乱，主要来源于未加工的整粒谷
物、动物肝脏、肉类、豆类。维生
素C、维生素E具有抗氧化功能，
减少倒班应激产生的自由基对
身体的危害。维生素C在新鲜蔬
菜、水果中含量丰富，尤其是青
枣、青椒、猕猴桃、芥蓝等。维生
素E在种子类食物含量高，如芝
麻、花生及植物油等。夜班易使
人的眼睛疲劳，而维生素A参与
调节视网膜感光物质——视紫
质的合成，能提高人体对昏暗光
线的适应能力，维生素A大多存

在于动物性食物中，特别在动物
肝脏中含量最多，其次是蛋黄、
鱼子、奶类食品，红黄色和深绿
色蔬菜中丰富的β胡萝卜素可
转化成维生素A。

“适量增加奶、肉类、水产品
和蛋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有助
于提高免疫力，尤其是夜间凌晨
期间，饮用1～2杯奶或酸奶效果
更佳。多选含有有益的植物化
学物质食物。”周燕说，女性适当
增加富含大豆异黄酮类的食物，
如黄豆、豆腐、豆浆等，可更好调
整内分泌状态，预防女性一些疾
病，如乳腺增生、妇科肿瘤等。

□记者 李晓敏 林辉
通讯员 王晓凡

近日，河南省肿瘤医院
副院长、胸外科主任李印被
授予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士
（FRCS）证书。他也成为河
南唯一获此殊荣的外科医
生。

作为河南省食管癌诊疗
中心主任、省胸部肿瘤微创
中心主任，李印是中国抗癌
协会食管癌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医师协会食管癌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是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
擅长食管癌等胸部良恶性肿
瘤的常规外科诊疗和微创治
疗。尤其是，他在国际首创
了“免管免禁法”食管外科加
速康复模式，在国际上首次
提出并实现了食管癌术后无

需放置胃管、营养管，患者术
后第一天即可经口进食、拔
除胸管、下床活动，术后5天
即可出院的外科治疗新模
式。

今年以来，由李印及河
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团队主
办、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分
会首个技术推广公益项目

“免管免禁食管癌微创及加
速康复外科百人百院中国
行”，通过手术演示、讲学互
动、查房等面对面的形式，李
印及团队走进全国百家医
院，加强食管癌微创诊疗及
快速康复外科技术模式领域
的经验、推广和交流，让更多
同道和患者受益。此次被授
予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士，
就是对李印在微创外科事业
创新发展、培训等方面努力
的肯定。□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孟祥颖 刘丽莎

近年来，维生素D的缺乏与
不足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尤其是
妊娠期妇女、儿童、青少年及老
年人表现严重。

“传统研究认为，维生素D
参与调节体内钙、磷代谢，维持
骨骼健康，也就是经常说的缺乏
维生素D会缺钙。”郑州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检验科主任贾莉婷
说，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在许多
常见病的发生发展中，都可见到
维生素D缺乏的影子，包括肿
瘤、代谢综合征、自身免疫性疾
病、心血管疾病等，孕妇缺乏维
生素D将严重影响胎儿的体重、
骨骼发育，并且会增加新生儿呼
吸道感染、湿疹、反复喘息、糖尿
病的发病率等。

为什么会缺乏维生素D？贾
莉婷介绍说，一是日照不足。缺
乏户外活动即导致内源性维生
素D生成不足；城市中高大建筑
可阻挡日光照射，大气污染亦会
吸收部分紫外线；冬季日照短、
紫外线较弱，容易造成维生素D
缺乏。二是摄入不足。天然食
物中含维生素D较少，不能满足
需要。三是疾病因素。多数胃

肠道或肝胆疾病会影响维生素D
的吸收，如胃肠手术后、胆道系
统疾病、胰腺炎、慢性腹泻等；严
重肝、肾损害亦可致维生素D羟
化障碍、生成量不足。四是药物
影响。长期服用抗惊厥药物可
使体内维生素D不足，如苯妥英
钠、苯巴比妥等可提高肝细胞微
粒体氧化酶系统的活性，使维生
素D加速分解为无活性的代谢
产物，糖皮质激素等也会对抗维
生素D的作用。

生活中，大部分人都不知自
己是否缺维生素D。贾莉婷说，
目前血清25(OH)维生素D水平

是公认的衡量维生素D营养状
况的金标准，一般只需要留取静
脉血3ml于普通的红帽真空管
中，当天即可拿到结果。

贾莉婷说，补充维生素需要
经常晒太阳，保证足够的紫外线
照射。建议上午10点前或下午
3点后晒太阳，手脚露出 30厘
米，时间20～30 分钟。维生素
D主要存在于海鱼、动物肝脏、蛋
黄和瘦肉、脱脂牛奶、鱼肝油、乳
酪、坚果和添加维生素的营养强
化食品中。服用维生素D补充
剂时，需要监测体内维生素D的
水平，防止发生维生素D中毒。

□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王秋红

11月27日，郑州市抗癌
协会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成
立大会暨第二届中原耳科论
坛，在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召开。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
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高志
强，北京宣武医院耳鼻咽喉
科主任医师、郑州市三院特
聘专家张道行，郑大一附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娄卫
华等专家，分别就侧颅底外
科体系、头颈肿瘤手术技术、
人工耳蜗多种植入技术、颞
骨解剖及耳显微外科技术演

示、喉癌部分切除术等热点
课题，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
了分享和现场示范。在当天
的头颈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
会上，郑州市三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主任张智风当选为
主任委员。郑州市抗癌协会
理事长、郑州市三院院长李安
州表示，此次论坛不仅普及了
头颈肿瘤及颞骨显微外科知
识，同时也为全省肿瘤相关
专业医生充分学习和掌握国
内外关于头颈肿瘤治疗的最
新研究成果，和前沿动态提
供了平台，大力提升了河南
省头颈肿瘤的诊疗水平。

□记者 林辉

“据统计，我国至少还存
在一千多万的学龄前儿童存
在着营养不良，这种‘隐性饥
饿’直接危害儿童体格和智
力的正常发育。”11月27日，
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与
迪巧品牌联合举办的“健康
成长巧运动”年度公益活动
郑州站现场，郑州人民医院
保健部副主任医师李玲呼
吁，家长们除了要丰富和优
化孩子的饮食结构，均衡摄
入包括钙、维生素D等营养
物质，还应让孩子合理分段
运动。

据李玲介绍，分段运动
是指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和
生长发育需求，而进行不同

的运动项目练习。比如1岁
以下的孩子，可以给其做一
些被动运动，逐渐从被动到
主动，帮助孩子肌肉、骨骼的
生长发育，还能促进营养吸
收；2～3岁的孩子，可更多地
进行一些室内外亲子运动，
增加交流和互动；3岁以上的
孩子，可做一些户外的、团体
的运动，如赛跑、踢球等，既
促进身体骨骼发育，同时帮
助其学会与人交流和团队协
作等技能。

据了解，该活动已在北
京、上海、广州等地举行，目
的在于改善中国家长对于儿
童运动能力发展关注度不足
的现状，鼓励家长与孩子进
行科学、分段地运动，帮助孩
子健康快乐成长。

调整生活方式 适当增加运动量

倒班族，内分泌紊乱这样调

人体必需的维生素D,你懂多少？

国际首创“免管免禁法”
食管外科加速康复模式
李印被授予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士

营养均衡+分段运动
助儿童远离“隐性饥饿”

第二届中原耳科论坛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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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 明知咋防治却不做保护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