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认为，春天是多风的
季节，风为百病之长，不仅万事
万物在动，疾病也在复发，还有
一些病毒、细菌开始活跃，所以
说，春天也是百病发生的季节。

□记者 李晓敏

盼望了一周的周末马上
就要来到，看着蔚蓝的天空，
感受着暖暖的春日，您的内心
是否早已“蠢蠢欲动”？专家
说，明媚的春日里，无论是老
人还是孩子，外出踏青，对身
体都是有利的，不过前提是，
一定要做好各种防范。

首先春天百花争艳，要注
意预防花粉过敏。不少景区
桃花、梨花、油菜花等竞相开
放，空气中飘浮花粉，过敏体
质的人吸入后，容易发生呼吸
道过敏症状，如过敏性鼻炎发
作，打喷嚏、鼻塞、流鼻涕，或
哮喘发作，胸闷、气喘。过敏
体质特别是患有哮喘的人，选
择春游地点尽量避开有花之
处。户外活动时不要近距离

“拈花惹草”，不要在草地上睡
觉，不要用嘴唇、鼻子及面部
直接与花朵或树叶接触，以免
发生过敏。

此外，春天气候多变，乍
暖还寒，早晚温差很大，不注
意的话，容易引起流感等呼吸
道传染病。流感看似是小病，
但它其实很“难缠”。

专家特意提醒，一旦感冒
后要及时休息、多喝水、多吃

新鲜蔬果，避免感冒绵延，同
时，在患上感冒的初期可以服
用抗病毒中成药，如白云山板
蓝根。

板蓝根，被我国祖先乃至
于现在临床医生广泛用于防
治感冒和流感，是目前中医治
疗感冒运用最多、也是最久的
中药。板蓝根全国生产厂家
众多，但广州白云山和黄中药
生产的白云山板蓝根颗粒占
据同类市场的50%以上，且拥
有安徽阜阳、黑龙江大庆等多
个板蓝根GAP基地，从中药
材种植、研发、生产乃至于市
场销售都占据了绝对优势。

早在2007年，白云山和
黄与钟南山携手共建“呼吸疾
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开
展中药板蓝根抗病毒作用机
理研究，拉开了白云山板蓝根
颗粒持续研究的序幕。2015
年，研究团队发现白云山板蓝
根的一种新型抗病毒吲哚类
化合物，抗病毒效果最好，并
获国家专利授权。2016年，钟
南山院士研究团队发现患流
感早期服用白云山板蓝根更
有效，并指出白云山板蓝根抗
病毒与抗炎并重，进一步证明
了白云山板蓝根多靶点、多通
路抗病毒的作用机制。

周末踏青正当时

专家：防过敏也要防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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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辉

冬去春来，阳光明媚，万物复
苏。世卫组织的研究表明，春天
是儿童生长速度最快的季节。那
么，如何促进孩子健康长高呢？
看看河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董志
巧的“健康处方”吧。

“孩子的身高70%～80%由
遗传因素决定，20%～30%受后
天因素影响。”董志巧说，如果能
够充分发挥后天因素，身高可以
增加5厘米，否则可能会减少5
厘米。正负计算下来，相差达10
厘米。

董志巧建议家长，首先为孩
子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科学合

理的作息时间表。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人的生长激素主要在睡眠状态下
分泌，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有利
于长高。睡眠时肌肉放松，有利
于关节和骨骼伸展。

董志巧介绍，睡眠时间的长
短因年龄而不同，每个个体有很
大差别。一般来说，新生儿为
16～20小时，婴幼儿为 12～14
小时，学龄前儿童为 11～12小
时，小学生平均为10小时，中学
生为9小时。

“其次，制定运动计划。”董志
巧说，运动能刺激生长激素的分
泌，同时也能促进孩子的骨骼、肌
肉、关节和韧带发育。她建议孩

子每天坚持进行30分钟左右有
氧运动，如跳绳、跳高、单杠引体
向上、篮球、排球和游泳等，达到
脸红、出汗、心跳加快为宜。避免
过度激烈运动。还要注意保持坐
姿端正，防止脊柱侧弯。

经常有家长问：多吃什么食
品对孩子好？董志巧表示，什么
事情过度都不好，以适量适度为
宜，均衡膳食很重要。适当多一
点优质蛋白饮食，对儿童成长非
常有利，比如豆类、鱼虾、瘦肉、鸡
蛋、牛奶等。当然，富含维生素的
水果，蔬菜也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家庭环境整洁宽敞，家
庭气氛和谐温馨，能促进孩子心
身健康，活泼开朗，快乐成长。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高雯静

春眠不觉晓，开春以来，不少
人觉得昏昏沉沉，疲乏不堪，工
作、上学都打不起精神来。如何
消除春困呢？

生活中，很多人都用更多睡
觉来解决春困，这是不对的。郑
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神经内
科三病区主任王润青说，睡眠过
多，可能造成营养障碍、气血运行
不畅、筋脉不舒等现象。正所谓

“久卧伤气”，没病也会睡出病来。
“一般来讲，成年人的睡眠时

间以6～8小时为宜，每天睡8个
小时足以恢复体力。对于老年人
来说，睡眠不要超过8小时。”王
润青建议，有条件者可在午饭后
小睡半个钟头，睡醒后以清水擦
把脸，醒神又补充精力。没条件
午休，哪怕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10分钟，也能让身心解乏。

王润青表示，除了保证良好
适度的睡眠、早睡早起外，合理的
运动、科学饮食也能对消除春困
起到一定帮助，解春困最好以下
四大措施一起来。

1.做头皮操。每天早晚坚持

进行头部按摩，能够消除大脑困
倦。方法如下：用双手十指指端
由前向后、由中间向两侧用力按
摩 10 次；再短距离往返搔抓 3
次；最后轻缓按摩5次。

2.出行远眺。解春困，最宜
加大感官刺激。春季是适合外出
的季节，空闲时不妨走到户外，欣
赏自然风光。多做远眺能给视觉
带来良好刺激，有助消除春困。

3.饮食宜清淡。春天应多吃
新鲜、易于消化的蔬菜，如胡萝
卜、荠菜、小白菜、荸荠等。烹饪
时加些葱、姜、蒜等佐料，也有祛

湿、促进血液循环的功效。
4.宜科学用脑。当头脑混沌

不清时，不妨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让左脑得到适当的放松。此时可
以听听音乐、做做运动，让右脑得
以启用。

王润青提醒，春困发作，睡
5~10分钟就可缓解进而较为清
醒，但若一天发作几次甚至更多，
要警惕“发作性嗜睡”或“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别一味当成春
困。尤其是明显出现白天困倦、
乏力、嗜睡，晚上却鼾声如雷，甚
至呼吸间歇性停止者，更应警惕。

□记者 李晓敏

为了更好地关注母子健
康，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要
求，今年4月1日，我省将在全
省范围内正式推广使用统一
的母子健康手册。

2016年1月1日起，我国
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来自
省卫生计生委的数字，2016
年 全 省 住 院 分 娩 新 生 儿
161.07万人，其中“二宝”占四
成，约为64万人。

“很明显，从去年开始，大
龄高危孕产妇不断上升。”省
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说，去
年，仅省妇幼保健院就收治了
2000余名高危产妇。

“全面推广《母子健康手
册》是统筹做好妇幼健康工
作、推动全面二孩政策顺利实
施、推行便民惠民措施的重要
举措。”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统一的《母子健康
手册》以计划怀孕妇女、孕妇、
儿童家长自我监测、记录为
主，医务人员健康检查记录为
辅，有机整合孕前保健、孕期
保健、住院分娩、儿童保健、儿
童预防接种、计划生育服务等
内容。我省还将推动手册信
息化建设，不断完善妇女儿童
健康大数据，利用手机APP、
公众号等平台，利用信息化手
段提供便民惠民的母子健康
服务。

唯
美
口
腔
种
植
专
家
郑
淳
奎
博
士

4月1日起
河南推广使用《母子健康手册》

除优惠外，还有个好消息：3
月8日、9日，韩国种植专家郑淳
奎博士亲诊，现在拨打电话：
0371-65795698提前预约的市
民，均有机会和韩国专家面对面
听取免费牙齿种植方案，并享受
以下优惠：

1.种植牙5折：韩国登特斯、
韩国登腾、德国ICX一律5折；

2.其他项目7.5折：牙齿矫正、
牙齿治疗、牙齿修复全部7.5折；

3.免费方案：与韩国专家面
对面，种牙方案免费得！

3·15唯美口腔医疗质量监督月，种植牙5折，限时20天

种植牙到唯美 价格和专家更给力
3月8日到院还能赶上韩国专家亲诊，让韩国名医设计更靠谱方案，热线：0371-65795698
核心提示 | 为迎接“3·15消费者权益日”，一直提倡高质量口腔服务的
唯美口腔现邀请全社会来监督，并联合本报推出种植牙项目5折，其他项
目7.5折等优惠。3月8日、9日到院，还能赶上韩国种植专家郑淳奎博
士亲诊，快拨打热线0371-65795698，让韩国名医免费为您设计更靠
谱种牙方案！ □记者 李彬

近年来口腔行业虽然获得
了较大发展，但不可否认仍然
存在着因为患者与医生之间沟
通欠缺，从而导致患者对口腔
服务不满意的情况。为改善这
一情况，唯美口腔视口腔服务
质量为唯一的生命线，多年来
坚持为市民提供高质量的口腔

服务，获得了社会各方面的一
致好评。为迎接“3·15消费者
权益日”，唯美口腔邀请郑州市
民对口腔服务细节、医院运行
等各个环节进行“挑刺”，并推
出种植牙项目5折，其他全项目
7.5折等优惠，以更低的价格，更
高的口腔质量服务郑州市民！

许多市民曾反映：“很多口
腔机构都是先提价再打折，或者
搞一些不好的种植牙打折！”针
对这一情况，唯美口腔的种植专
家刘艳广医生表示，唯美口腔一
直提倡高质量的口腔服务，公开
透明的价格，参与打折的种植牙
均为像韩国登特斯、韩国登腾、

德国 ICX等国际大牌种植牙，
都是实实在在的5折，其目的就
是为了让市民享受到高质量口
腔服务，不存在弄虚作假的情
况。刘医生提醒广大市民：“活
动时间有限，就这一个月，有种
牙需求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
间。”

现在电话预约
韩国专家亲诊

3·15质量监督月 邀您前来“挑刺”

种植牙5折惠民 不再多花冤枉钱

春天，给孩子开个长高健康处方

春眠不觉晓？试试这四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