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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天，我省大部地
区气温下降很多。俗话说

“三九四九冰上走”，这也恰
恰印证了今冬最冷时节的到
来。但是，您是不是有这样
的感觉：分明是如此寒冷的
天气，可是街上总能看到穿
着单薄的行人。且不说宁愿
冻人也要美丽的俊男靓女，
有些中老年人穿的也很薄，
难道自己“年老体衰”？

“怕冷并不是因为老了，
而是体内‘阳气不足’的一种
表现。”河南中医药大学三附
院康复科主任胡斌博士说，
中医认为，阳气乃人的生命
之气，任何人，只要阳气旺
盛，就可以百病不侵。同时，
中医认为，天人合一，也就是
说天气、气候等外界环境与
人是一个整体，外界气候的
变化必然对人产生一定的影
响。寒气成为天气的主导
后，人体内的经脉也会随之
而收引，气血运行也会随之
减慢，必然使人们感到手足
不温而凉。多加衣服后，仍
四肢不温，这就是阳气不足
的信号了。

据胡斌介绍，阳气不足
之人，首先会怕冷，别人穿短
袖，他却穿长袖。无论夏冬，
手脚冰凉，这种冰凉和冬天
冷是不一样的。五脏会各有
虚像：如易疲劳、乏力、感冒、
气短、懒言、胸闷、心慌、食欲
不振、恶心呕吐、大便溏泄、
肥胖、脂肪肝、全身关节疼痛
变形、关节僵硬、关节肿胀、

腰膝酸软、小便频数、肿瘤、
女子宫寒不孕、痛经、男子
遗精、早泄等。

如何应对怕冷？胡斌
说，对于阳气不足体质差的
人群或老年人，想要手脚保
暖，需要比旁人的着装早一
个节气。这类人群因阳气
不足，比常人更怕冷，一定
要做好腿、脚的保暖，下肢
的保暖做得好，全身容易暖
和些。

阳气不足，无力推动气
血，也会导致气血运行不
畅。胡斌说，适当的运动，
能够调动周身气血，加强气
血的流动，经络得以濡养，
也能够改善阳虚的体质，如
快走步、骑自行车、跳绳、打
球等。

“艾为纯阳之物，最适
合补元气。老百姓有句老
话‘吃药一箩筐，不如艾灸
一炷香’就是这个意思。”胡
斌说，怕冷人群、上班族、夜
猫子族、亚健康人群及老人
等，都适合艾灸。甚至健康
人群，也可以通过艾灸保健
防身，达到防未病的养生功
效。

胡斌推荐一个外用御
寒方：取陈艾30克、花椒10
克、青盐3克、生姜汁300毫
升，煮水，泡脚、泡手20~40
分钟，根据汗出的多少决定
时间。隔日一次。15次为
一疗程。切记：微微出汗，
勿大量出汗。做到恰到好
处，循序渐进。

腊八粥食材丰富，搭配合
理，营养均衡，尤其适宜于年老
体弱或病愈后脾胃虚弱者。但
是不同体质人群在食用腊八粥
时，也应有所注意。

糖尿病患者对于含糖的腊
八粥要适量食用，尽量选择不加

糖的腊八粥。宜用燕麦、大麦来
增加黏稠感，同时可适当多放些
杂豆类食材，帮助控制血糖上升
速度。

对于消化不良者，腊八粥中
应少放黄豆、黑豆等豆类，因为
豆类中含有胀气因子，如食用过

多，会造成肠胃不适。
对于肥胖人群，要少加白米

等容易消化的食材。最好不加
糖，多加芸豆、红豆等种皮相对
厚一些的淀粉豆类，使粥的质地
软而不烂，具有良好的口感和饱
腹感。

腊八节
核心提示丨“腊八”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代，以祭祀祖

先，祈求丰收为主要活动。到了宋代，逐渐形成在“腊八”
当天熬粥和喝粥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腊八粥也成为百姓
日常享用的传统美食。1月2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了腊八节安全消费提示。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谭斌，北京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系主任、教授马冠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
志红等专家提醒公众，腊八节喝腊八粥谨记以下问题。

腊八粥是由多种食材熬制
而成的，其传统食材包括大米、
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
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如红豆、绿
豆、黄豆、黑豆、芸豆等）。随着
饮食种类的丰富和生活水平的
提高，腊八粥的食材也愈发争奇
竞巧，花样翻新。

专家建议，在白米等精细食

材的基础上，适当搭配一些糙
米、杂粮等谷物。这样粗细搭配
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
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腊八
粥中的豆类富含蛋白质、膳食纤
维、维生素和矿物质，赖氨酸含
量也很丰富，与大米等谷物搭配
起来可形成有效的营养互补。
适当添加坚果类和干制果蔬类

食材，不仅可以丰富营养，还可
以调节口味。

消费者应到商超、农贸市场
等正规渠道选购无霉烂、无变
质、无哈喇味儿的食材。如果购
买已搭配好可直接熬制的包装
食材，应注意观察产品是否在保
质期内，包装是否完整无损。

家庭熬制腊八粥简单易行，
但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在食材处理时，要对
不同食材依据其特点进行清洗、
浸泡、剥皮、去核、精拣等操作。

例如，豆类等不易煮烂的食材，
需要在煮前充分浸泡，煮后才会
更加柔软可口。

第二，民间有熬煮腊八粥时
加食用碱的习惯，认为这样熟得

快并且粥的稠度好。但是这种
做法容易造成B族维生素等营养
物质的流失。专家建议熬制腊
八粥时不要加碱。

丰富食材巧搭配，营养安全记心间

科学熬制很重要，避免营养丢失掉

特殊人群需注意，享用美味讲究多

寒冬里，
为啥你比别人更怕冷

宝宝皮肤水嫩
记住“润”“暖”两原则

冬季天气寒冷、干燥，
平日里宝宝粉嫩的脸蛋，可
能变得干燥、皲裂，父母看
着既着急又心疼，如何做好
冬季宝宝的皮肤护理呢？
郑州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
黄玉成说，冬季婴幼儿皮肤
的护理应坚持“润”和“暖”
两个原则。

据黄玉成介绍，婴幼儿
的皮肤较薄，只有成人皮肤
厚度的三分之一，血液循环
丰富，但皮脂腺不像成人那
么发达，油脂分泌较少。同
时小孩子生性好动，水分蒸
发量较大，容易引起皮肤干
燥等症状。

好多家长都认为，孩子
在户外长时间停留，皮肤表
面会附着大量污染物和细
菌，经常清洗既可以杀菌又
可以清洁皮肤，还能保持皮
肤水润。其实这是一个误
区。

“过度清洗会洗掉皮肤

表层的油脂，破坏保护皮肤
的屏障，造成宝宝皮肤的干
燥，甚至引发干燥性湿疹等
皮肤疾病。”黄玉成说，孩子
面部皮肤每天清洁1~2次
足够了。在清洗过程中，切
忌用力擦、搓，以免损伤皮
肤，清洗后要适当采用一些
保湿滋润的护肤品。

黄玉成说，在婴幼儿护
肤品的选择上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选用没有刺激的，以
保湿滋润为主的正规专用
产品。同时，如果使用了婴
儿专用的清洁产品，一定要
冲洗干净，避免残留物刺激
皮肤。此外，家长带孩子进
行户外活动时，适当给孩子
添加手套、帽子等，减少皮
肤暴露，防止皮肤冻伤。

最后，黄玉成提醒，如
果宝宝皮肤出现红斑、丘疱
疹、丘疹伴瘙痒、肿胀等症
状，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
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花园口腔以服务中老年缺牙患
者、打造品质口腔医疗为宗旨，秉承

“专注中老年种植牙，做有温度的牙
医”的理念，会聚了一支由李伟华院
长领衔，在中老年种植牙和牙齿矫正
领域医德医技过硬、从业经验丰富的
医疗团队，长期组织医生受训于德
国、瑞士、美国、韩国，定期与各国种
植界专家组织学术交流活动，积累了
数以万计的种植牙病例和丰富的临
床诊疗经验。

缺牙朋友请注意：本周六到花园口腔看直播抽免费牙根

本周六种植牙直播，揭开高难度种牙的奥秘
帮助89岁老人成功全口换新牙的种植专家，为您解读高龄种牙手术难点；
参加直播即有机会现场赢取免费进口植体！大河报种植牙热线：0371-65796286

核心提示 | 近日，花园口腔种植专家李伟华院长为一名
89岁老人种牙，由于老人年龄大、缺牙数量多且牙槽骨萎
缩严重，手术难度高，在缺牙患者中引发了热议。

难点1：年龄太大，缺牙
颗数多，耐力受限

89岁的李奶奶牙齿基本
掉光，仅剩几颗烂牙根，想种
牙却多次遭拒。原因是她年
龄大，血压、血糖都不稳定，
耐受力差。传统种牙手术，
需种植12~16颗牙根，手术
创伤大，出血量多，种一颗牙
平均在15~30分钟，全口下

来需要很长时间，老人身体
扛不住，种植难度非常大。

难点2：假牙“压坏”牙槽
骨，植牙基础条件差

常规植体长度基本都在
7~13毫米，这就要求骨头高
度至少要有8~14毫米，李奶
奶长期佩戴假牙，牙槽骨已
严重萎缩，牙槽骨高度不足，
植牙基础条件较差。

在花园口腔，李伟华院长
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种植
全程。

李伟华院长透露，老人体
力有限，手术需在短时间内完
成，他为李奶奶制订了“4颗
种植体支撑12颗牙冠，恢复
半口牙的咀嚼功能”的即刻种
植方案。8颗牙根即可恢复
全口24颗牙，在李院长的亲

自操刀下，手术只用了2个小
时。

李院长介绍，即刻种植技
术可以规避老人牙槽骨骨量
不足的问题，只需少量植骨，
就能种好牙。同时，该技术创
口更小，出血量更少，种一颗
牙平均10分钟，术后反应轻
微，非常适合怕疼的患者或耐
受力差的高龄缺牙人士。

“很多患者种牙时喜欢比
价格，但其实手术更关键的还
是医生的专业判断和操作水
平。”李院长介绍，每个患者的
牙龈、牙槽骨的程度都不同，
血管和神经的分布情况也不

同，经验丰富的医生能够随机
应变，做最利于患者的决定。

“听我们家邻居说李伟华院长
种牙种得好，如今看到他2小
时种完半口牙，果然名符其
实！”李奶奶的家人赞道。

难题 89岁老太种牙，手术难在哪儿？

□记者 刘静

破解 高龄缺牙手术，如何攻破种植难题？

观点 患者种牙，选择机构和医生很关键

专注中老年种植牙
做有温度的牙医

【种好牙，就来花园口腔】

为了帮助广大患者了解种植牙
过程，打消患者种牙顾虑，花园口腔
在本周六（1月27日）开展种植牙手
术直播活动，欢迎广大缺牙人士到院
观看直播。参与直播可抽取免费牙
根！

本周六看直播，赢免费牙根

【怕手术，先看直播】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王文静

巧巧巧食腊八粥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余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