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亲朋好友欢聚
一堂，免不了要多吃上几口。特别是大家喜
欢吃的各种家禽、红肉类以及海鲜，多是高
蛋白质和高胆固醇食物。吃多了，对消化力
旺盛、体能消耗相对较大的健康中青年朋友
可能问题不大，但对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患者来说却“很不妙”。

郑大一附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博士生导
师李凌教授介绍，春节期间，更应预防三高，
保护心脏。

管住自己的“嘴”
应减少高油脂、高盐、高糖及高热量食

物的摄取，建议同时多摄取高纤维果蔬，鼓

励多喝白开水或无糖饮料，少饮碳酸类饮
料。另外，虽然冰箱对制止细菌生长有一定
的作用，但并不能消毒，隔顿的熟食重新拿
出来吃一定要煮透。而青菜类最好餐餐“清
盘”，如果一次吃不完，放隔顿后营养价值已
经不高，隔夜储存更不提倡，因为即使放入
冰箱，亚硝酸盐和细菌都可能增多，不利于
食用健康。

迈开自己的“腿”
春 节 长 假 ，约 上 二 三 好 友 ，一 起 打 打

球、散散步，或者去健身房，天气好了，还
可以爬山，运动是健康的基础，也是很惬
意的事情。跳绳是冬季运动的保留项目，

好处自不必说，在节日的盛宴中，不失为
一道小小的开心甜点。冬季运动容易受
伤 ，应 特 别 注 意 保 暖 防 寒 和 运 动 前 的 热
身。

时间安排不“破规”
过节期间，不要过度打破自己的生活时

间规律。每年医院的急诊科常见不少意外
的心血管事件，熬夜过劳是主要诱发因素之
一。心脏就像人体的“发动机”，只能承担一
定的负荷。偶尔熬夜问题不大，但千万别连
续“疲劳作战”。即使是年富力强的青壮年，
连续几天晨昏颠倒、不眠不休，心脏承受不
了也易“停机”的。

避免大喜大悲
医学研究表明，情绪过度激动，可能诱

发心脏病。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心跳急剧
加快，血压骤升，耗氧量倍增。当心率加快
时，血压容易升高，冠心病患者很容易旧病
复发，脑血管病人则容易导致脑血栓、脑出
血等急症。尤其是有高血压、心脏病、心梗、
糖尿病等基础病的人，受外界刺激影响，可
能会诱发脑出血、心脏病、猝死、脑卒中、偏
瘫等，造成生命危险。春节期间，老人在享
受天伦之乐的同时，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避
免过度争执，大悲大喜，保持心情舒畅及情
绪稳定。

冬季，尤其是春节期间，对于老年人来说，由
于天气、假期、欢聚等原因，不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
高发季节，也是骨折的高发季节，老年人的骨折常
因摔倒而引起。人到了老年，尤其是 70岁以后，都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年性骨质疏松，骨骼的刚度和
强度都会下降，材质由致密变成稀疏，就像树木变
成了干柴，自然不再结实，稍受外力，就容易折了。
另外，老年人因为平时活动量小，肌肉力量差，腿脚
不灵便，身体平衡能力也差，加上常伴有心脑血管
疾病，有突发脑卒中、晕厥的可能，所以，相比较于
年轻人，老年人在生活中摔伤就十分常见。

老年人摔伤后如何有效采取措施，郑州市骨
科医院下肢骨科主任、硕士生导师李兴华给我们
详细解读。

预防为主“小心翼翼”过日子

平日里，老年人应该主动了解一些医学常
识，了解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接受自己骨头变糟
的现实，意识到自己经不起摔，容易骨折。平时
量力而行，适度活动，并且长期服用药物，预防
和治疗骨质疏松。

要小心翼翼地过日子，把避免跌倒、避免骨
折作为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时刻绷着这根
弦。真的发生摔倒时，应尽力做出保护性动作，
用手撑地，尽量避免髋部受伤。丢卒保车的做法
是明智的。宁可使手腕骨折，也不让髋部骨折。

另外，体质差的老年人，尤其是脑中风后遗
症患者，平时生活中还是应该有人悉心陪伴、照
料，注意室内环境，预防跌倒。

摔伤后要“小题大做”

摔伤以后，要“小题大做”，去医院拍 X 光片，
以便排除骨折。同时接受骨科医生的建议，积极
治疗。除非患者体质太差，或合并有严重的内科
疾病，不能耐受手术，否则，髋部骨折一般都应早
期手术治疗，做骨折内固定或髋关节置换手术。
腰椎压缩性骨折，如果塌陷明显，也建议在局部
麻醉下接受腰椎内骨水泥注入手术。腕部骨折，
采取骨折手法复位加外固定，通常就能获得满意
的疗效。

春天，是精神类疾病高发的季节。
一年一度的春节马上就要来到

了，根据精神疾病类患者往年出院后在
家中的表现，河南省精神病医院（新乡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防治科主任、主
任医师姚丰菊说，为了家庭及亲友之间
的和睦，出院病人及家属切记不能停
药、不能喝酒、不能无节制地玩乐，如做
不到这三不能是会惹出大麻烦的。

不能停药
否则复发率达50%以上

春节不吃药这一不好的习俗，精
神疾病类患者记得最清，为了能达到
不吃药的最终结果，他们与家人斗智
斗勇，最常见的方法时，将药片含在舌
下，趁家人不注意吐掉。

姚丰菊主任说，根据近 20 年的
春节节后临床观察发现，病情稳定
的患者停药一周就会出现幻觉、妄
想、行为紊乱的症状，停药一个月的
复发概率在 50％以上。

不能喝酒
极易引起冲突

亲朋相聚，互诉境况。因精神

疾病类患者心理承受能力比一般人
差，听到过得好的人夸夸其谈，其内
心倍感压力，在烟酒“兴奋性”物质
的催动下，与正在服用的精神药物
产生作用，极易在酒桌上出现肢体
冲突。

因此，节日期间精神疾病患者
饮食宜清淡，忌烟酒，不吃刺激性食
物和饮料。

不能无节制玩乐
易引发节后就诊高峰

“每年春节过后，我省精神卫生
医疗机构都会出现一个精神疾病患
者就诊高峰，这个祸首就是无节制的
玩乐。”姚丰菊主任说。

节日期间，很多人生活规律被
彻底打乱，打牌、游玩、走亲访友成
了最主要的工作，吃饭也变得没有
规律，这些活动往往会使精神疾病
类 患 者 过 度 兴 奋 ，得 不 到 充 分 休
息。

姚 丰 菊 特 别 提 醒 ，如 发 现 出
院回家的患者有失眠、情绪不稳、
多 疑 、自 语 、自 笑 、行 为 怪 异 等 ，
应尽快到医院复诊。

新春佳节将至，小朋友们也放寒假了，每
当此时却也是儿科门急诊数量剧增的时节。
为此，郑州市儿童医院的几位儿科专家提醒
家长谨防几种儿童“春节病”，预祝您和孩子
一起过个健康欢乐年。

合理膳食 谨防消化道疾病

“每年寒假，患胃肠疾病来就诊的孩子就
会增多。”消化内科主任李小芹说，春节期间
亲朋好友聚会，少不了大鱼大肉和各种零食，
连续吃这些食物，很容易引起孩子消化不
良。分析病因，一般有这四种情况：一是食物
不干净或者是刺激性食物引起急性胃肠炎；
二是暴饮暴食引起急性胃扩张、急性胆囊炎、
胰腺炎发作；三是生冷食物刺激胃肠；四是零
食吃得过多，达不到人体营养需求，打乱胃肠
道功能。

李小芹提醒，家长要特别注意孩子的早
餐质量，假期孩子早上起得较晚，早餐往往不
吃或是草草了事，这样对孩子的健康是非常
不利的；要让孩子养成规律饮食的习惯，不暴
饮暴食，注意饮食卫生，不吃变质食物，不吃
街头无卫生保障的食品。同时要注意劳逸结

合，这样就能使孩子少受胃肠疾病之苦。
此 外 ，春 节 期 间 ，儿 童 食 积 发 生 率 也

高 。 预 防 食 积 ，李 小 芹 建 议 ，首 先 控 制 饮
食，特别是伴有呕吐、腹泻的儿童，可以暂
时禁食 8~12 小时，待呕吐停止后，给予清
淡的流质食物，“轻症食积儿童经过控制饮
食，很快可以痊愈，重症食积的儿童需去医
院就诊。”

天气干燥 别让感冒盯上了

冬春交替季节，是一些呼吸道传染病的
高发期，春节期间，人们探亲访友也给一些传
染性疾病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东区医院呼吸科主任汤昱提醒家长，各
种游玩、聚会、聚餐，都会打乱孩子日常的生
活规律，睡眠减少，不仅影响食欲，导致心情
烦躁，还会使孩子的免疫力下降，更容易被病
毒击中，患上冬季常见的呼吸道感染、急性咽
炎、扁桃体炎等疾病。

她建议：寒假期间，活动再多也要尽量保
证孩子睡眠；少去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合理
饮食，进行适当的户外锻炼等，都是全面保证
抵抗力的有效方法。

别逗孩子 小心气管异物

“每年春节假期，都能接诊 100 余例气管
异物患儿。”郑州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韩
富根说。

“孩子吸入异物，家长尽量安抚孩子不要
哭闹，更不要给孩子喝水，否则不但会把异物
冲下去，还可能引起再次呛咳。”韩富根提醒，
如果孩子需要进行手术取异物，喝下去的水
可能会使孩子在麻醉时发生呕吐，造成窒息。

此外，韩富根说，孩子年龄小，表达能力
有限，有时异物误入气管后症状不太明显，若
孩子出现痰多、分泌物增多的情况，家长要考
虑气管异物的可能性。

“儿童气管异物，最重要的是预防。”韩富
根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把小玩具放进口和鼻
内；孩子吃东西时不要逗其说笑；发现孩子口
含玩物，要引导其吐出，不能用手强行掏取。

活动频繁 警惕意外伤害

相关数据显示，在寒暑假期间，儿童意外
伤害事故的发生率要占到全年总数的一半，而
寒假儿童伤害中，又以烧烫伤、中毒为最多。

“春节前后，门诊接诊的患儿多为鞭炮燃
放、溜冰、骑车、跌坠、碰撞等原因引起的外伤。”
郑州市儿童医院门诊外科主任靳三丁提醒家
长，收好烟花爆竹，不能让孩子独自燃放，更不
能拿在手中燃放；看紧宠物及孩子，避免宠物
抓伤、咬伤孩子；不要让儿童接触剪刀锐器、取
暖设施、热锅热油，以防划伤烫伤；做好防范措
施，防止儿童滑跌、坠楼等意外发生。

过度用眼 小心视力骤降

寒暑假开始后，孩子们有了充裕的休闲
时间，很多家长放任孩子看电视、看电脑和
iPad 等电子产品，而有些孩子喜欢玩游戏，
一玩就是几个钟头，这些对儿童的视力发育
是极为有害的。“连续看电视、玩游戏 4~5 个
小时，就能使人的视力暂时下降 30%左右，
久而久之，眼睛因过度疲劳极易诱发形成或
者加深近视。”眼科主任孙先桃说。

她建议，儿童每天看电视以 0.5~1 个小
时为宜，不要用眼过度。儿童时期是视觉的
发育关键时期，儿童时期的眼病对儿童视力
发育危害极大，比如斜视、弱视，如果不能在
儿童时期治愈，将造成眼睛的终身残疾。

老人谨防摔倒骨折
本报记者 闫良生 本报通讯员 李晖

精神疾患牢记三不能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黄洪勇

密切关注孩子这五个方面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新春佳节期间，阖家欢聚，
走亲访友，宴席之上，酒是兴奋的催化剂，增添节日的喜
庆氛围。但饮酒过量却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危害。

饮酒过度轻则胃出血，重则危及生命

据郑州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王郁杰介绍，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酒，过量喝酒，对身体造成的伤害首先
是胃部，酒精（乙醇）具有亲脂性和溶脂性能，这两个性能
可导致胃黏膜糜烂和黏膜出血，轻则引起酒后呕吐，反
酸，重者出现急性胃黏膜损伤，引起上消化道出血。

而喝酒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是危及生命。王郁杰指
出，大量喝酒可促使胰液大量分泌，损伤胰腺的腺泡细
胞，激活炎症反应，引发急性胰腺炎。而一旦出现重症
急性胰腺炎，将会危及生命。此外，大量喝酒对脑部功
能也有所影响，可能导致昏睡和昏迷，抑制延髓呼吸和
循环中枢进而危及生命。

此外，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原本就有心脑血管
疾病的病人，酒精会诱发冠状动脉痉挛、恶性心律失常、
血压急剧升高等。郑州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刘恒亮特
别提醒老年人要尤其注意不要饮酒过度。

健康饮酒 教您少“受伤”

如何饮酒才能最“健康”？来听听郑州人民医院营
养科主任张晴来为大家支招：

1.先吃饭后喝酒，多吃点下酒菜。因为肝脏在解酒
排毒的时候，需要很多的维生素和酶的参与，食物补充
不上，对肝脏损失更大；

2.喝酒的时候慢慢喝，不要一饮而尽，酒精进入人
体内 5 分钟就可以被血液吸收，喝得太快，血液浓度越
来越高，很快就醉了；

3.喝酒的时候多吃蔬菜、米汤、绿豆汤、白萝卜丝、
藕片等；

4.喝酒的时候，不吃刺激性、油炸的食物，否则会加

重肠胃出血。 （金雨姗）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为满足广大患者就医需求，郑大一附院落实无假日

医院工作措施，春节期间专家门诊、普通门诊正常开放，
患者可以通过网上预约、微信预约、现场挂号等多种方
式就诊。MRI、CT、超声、检验等各项检查、检验项目均
正常进行。同时为解决新农合、医保患者后顾之忧，门
诊办公室、医保办公室等职能部门均有相应人员值班，
方便患者。

另外，医院简易门诊正常开诊，同时提供免费咨询、
分诊和导诊；免费提供轮椅、平车；免费提供开水；免费
小件寄存、失物招领；为外地患者代邮寄化验结果报告
单；为行动不便患者提供代挂号、代划价、代交费、代取
药等服务。 （曹咏）

河南省人民医院
春节期间，河南省人民医院门诊各项工作正常进

行，为患者提供 365天同质化服务。为满足春节期间患
者需求，知名专家正常应诊，各种检查、治疗和手术正常
进行。患者较多的科室实行“备班制”，一旦出现患者高
峰，备班专家可迅速到诊室接诊。

另外，河南省人民医院畅通网络、微信、电话、电视等预
约挂号渠道，确保预约挂号中心、自助机、诊室、分诊处、病房
等现场预约挂号正常进行。对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陪诊陪
检服务，对急诊患者提供“迎、陪、送”服务。为外地患者提供
检查结果代邮递服务。充分做好医疗、护理、消防、物品等
准备工作，消除隐患，确保春节期间的医疗和就诊安全。

（许晓波）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省妇幼）
春节即将来临，为回馈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厚爱，郑

大三附院（省妇幼）特推出系列便民优惠项目。
2月 7日—13日（除夕至初六），泌尿外科、神经外科

门诊挂号费全免。骨科对脊柱侧弯、马蹄内翻足、发育
性髋关节脱位、脊柱裂（脊髓拴系综合征、脊膜膨出）、先
天性狭窄性腱鞘炎患者，门诊免除挂号费。

2月1日至2月29日，医疗美容科对韩式芭比翘睫重睑
术、玻尿酸面部微雕术、阴道紧缩术、处女膜修复术等项目
均实行5折特惠。同时，该院妇科、产科、儿科等科室均推出
了不同程度的优惠措施来回馈社会。 （李淑丽）

郑州人民医院
为感恩社会回馈患者，即日起至 2 月 14 日，门诊挂

号费全免。具体优惠措施如下：
一、皮肤科：脱毛疗程、韩式半永久妆容、玻尿酸、肉

毒素注射治疗费享受 8折优惠，激光除疤享半价优惠。
二、口腔科：1.冷光美白 6.5 折优惠。2.前牙美学贴

面修复：免 DSD 设计费 600 元，免诊断蜡型设计费 300
元，铸瓷贴面每牙减免 375 元，烤瓷贴面每牙减免 750
元。3.固定正畸直降 1000 元。4.无托槽隐形正畸直降
2000元。5.舌侧隐形正畸直降 3500元。

三、妇科：妇科阴道镜、局麻宫腔镜、女性盆底筛查、
女性盆底治疗均 8折优惠。

四、儿科：1.小儿肺功能检查享 8折优惠;2.儿童发育
测评享 8折优惠。

五、整形外科：美容手术(双眼皮、眼袋、隆鼻手术)
7-8折。 （王俊霞）

洛阳市中心医院
洛阳市中心医院为保障豫西人民过一个欢欢喜喜

的春节，节日期间，所有专家正常坐诊、查房，120急救车
随时待命，绿色通道 24 小时开启，守护豫西人民的健
康。 （路书斋）

预防三高 保护心脏
本报记者 闫良生 本报通讯员 刘刚琼

春节聚会
饮酒勿“贪”杯

欢度春节 莫忘健康
春节是中国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也是万家团圆的日子。欢度佳节，免不了走亲访友，约上三五知己小

酌几杯。但是，也就是在大家彻底放松的时候，健康被搁置在了一边，饮酒、暴食、熬夜、精神、安全等方方面
面的问题凸现出来，本期特邀我省知名专家，解读春节期间健康知识，倡导健健康康过大年。

惠民信息

本报记者 李冰 本报通讯员 万道静 马一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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