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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醒

警惕走入“刮油”三误区
□本报记者郭培远

专家谈病

新乡市残联医院与吴富生联袂传承中医技艺
□本报记者冉盛杰

武陟县

多形式开展春节防病宣传

成
功
切
除
超
大
前
列
腺
百
岁
老
人
致
谢
郑
大
一
附
院

春节长假结束，不少人开始抱怨这段时

间走亲访友，大吃大喝，实在是苦不堪言，比

上班还累。

过年做点好的，犒劳一下全家人一年来的

辛苦，这早已成为传统。可吃多了，总得想法子

中和下这段时间吃进肚子里的大量油脂。于是

长假后的饮食调整，不少人走进了“刮油”误区。

误区一：越“素”越好

不少人认为，春节期间吃了太多油腻荤

腥的食物，春节过后，应当多吃青菜豆腐，把

吃进去的油中和一下。这样的做法固然是可

行的，但从春节间的全荤到春节过后的全素，

实际上对健康都没有好处。

郑州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冯素萍提

醒大家，年后饮食调节应当遵循几个原则：按

时按量，均衡搭配，清淡为主。有些人在节后

进行节食或全素食的吃法，很容易导致营养

摄入不均衡。

“如果春节期间吃的油腻食物过多，适当

的清淡饮食可以减轻肝肾及胃肠道的负担。

但这也并不等同于需要长期吃素，因为素食

者要保持均衡的营养有一定难度，因此如果

不是肠胃过度不适，素食三两天即可，时间过

长则易导致蛋白质、B族维生素及铁、锌等矿

物质缺乏。”

冯素萍建议，每天选择一餐或两餐吃素，

尤其晚餐，更要清淡些。如果在春节期间摄

入了较多的肉类，而节后开始吃素，相当于暴

饮暴食之后开始“刮油”，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应注重营养摄入的均衡。

误区二：越“粗”越好

春节大多时间吃鱼吃肉，不少人觉得自

己吃得太“精细”，因此节后开始寻找富含膳

食纤维的蔬菜和粗粮来“刮油”，这种做法也

是不正确的。

摄入一些粗粮能够起到调理肠胃的效

果，粗粮能够补充膳食纤维，这是肉类中没有

的，此外，粗粮中还含有较多的B族维生素，

作为能量转换过程中的辅酶，可以帮助人体

能量转换，因此，节后适当吃一些粗粮对肠胃

是有好处的。

冯素萍提醒，不要突然大量增加粗粮和

不溶性膳食纤维的摄入，否则肠胃在短时间

内难以适应，容易造成消化不良。同时，吃过

多粗粮而不补充足够的饮水量，反而会加重

便秘。

误区三：不吃最好

不少爱美的女性都会认为“每逢节日胖

三斤”，春节过后，当然需要节食来把多余的

热量耗掉。

但这种方法更加不可取。春节长假过

后，需要立刻进入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生活中，

因此需要大量的能量来支撑，如果只吃黄瓜、

西红柿，喝一些减脂茶，很有可能导致能量摄

入不够，出现头晕、注意力不集中、睡眠不佳

等状况。

郑州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张晴建议，节

后可以通过减少主食和肉食的摄入，增加

蔬菜和水果摄入量的方式来保证能量的摄

入。也可以用杂粮、豆类等煮粥来作为早

餐或者主食摄入，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也

不会让人摄入过多的热量，从而做到营养

平衡。

张晴提醒，节后调理饮食，肉类也是要适

当摄入的，尤其是蛋奶类，因为人体每天都需

要蛋白质。每天还要吃一些蔬菜、水果、杂粮

等，注重粗细搭配。

春节长假后饮食咋调整？

春节前夕，“无痛身心，乐享

新春”大型公益健康宣教会在河

南省肿瘤医院成功举办。

本次宣教会由河南省肿瘤医

院内科副主任、消化内科二病区

主任陈小兵教授主持召开，近

200位癌症病友、家属与医护人

员共享了这场丰富的知识盛宴。

陈教授从衣食住行、心态、生

活方式、疼痛诊治等多方面，对患

者及家属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宣

讲。为帮助患者更好地理解和学

习肿瘤康复知识，会议现场还专

门发放了相关宣讲手册。

“一个癌字三张口，胡吃海喝

和瞎抽”“癌症患者的三大悲剧，

愁死、吓死、折腾死”“牢记五字

诀，早日识破肿瘤君”……陈小兵

教授用诙谐幽默、通俗易懂的语

言，对癌症防治和康复知识进行

了全新阐述和讲解，使原本严肃

枯燥的知识宣讲变得轻松有趣，

现场欢笑不断，掌声此起彼伏，很

多癌症患者也放下了思想包袱，

在欢笑声中认真聆听相关的知识

讲解。

此次“无痛过年”宣讲活动的

主旨，是推动癌痛的规范化治疗

和推广癌痛的“无痛”理念。陈教

授表示，医院开展的“无痛过年”

宣讲活动，不仅是为了让病人更

好安度春节，还要让病人无痛过

好每一天。“此次活动能得到癌症

患者的认可，我们很高兴，以后医

院还会再接再厉，为病人及家属

提供更好的治疗和康复服务。”陈

小兵教授说。

（本报记者李东辉）

春节期间，武陟县卫生计生

系统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冬春

季传染病防治知识宣传活动，群

众在娱乐中饱享健康“套餐”，有

力地促进了群众防病意识的提

高。

活动中，武陟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充分利用飞信平台，坚持

每天向社会公众发送防病秘籍，

累计发送信息5万余条；县中医

院、县第二人民医院在做好健康

素养巡讲的同时，将防病知识印

制成宣传页送到每一个住院患者

手中，共发放宣传页500余份；木

城、龙源、西陶和谢旗营等乡镇卫

生院通过电子显示屏不间断播放

防病知识，并与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开展相结合，将宣传资料发放

到辖区的每家每户；与此同时，该

县各村级卫生室也利用黑板报、

宣传展板等形式对冬春季传染病

防治知识进行宣传，累计更换宣

传展板近400块。

“疾病防治知识宣传的多样

化，有力地促进了传染病早预防

早发现早治疗等措施的更好落

实。目前，俺村90%的村民养成

了常开窗、喝开水和勤洗手的良

好生活习惯。”该县詹店镇小马营

村卫生室医生张光瑾深有感触地

说。

（任永立）

2月3日上午，信阳市平桥区

卫生计生系统警示教育暨《准

则》、《条例》学习会议在区卫计委

召开。会议由平桥区卫计委党委

副书记张景璠主持，各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直各医

疗卫生计生服务单位负责人等共

计8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区卫计委纪委书记雷

勇对全系统近期纪检案件进行了

通报。区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

史金宽发表了重要讲话，希望大

家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

三实”作为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

人准则，严格要求自我，以坚定不

移的态度、严格的措施管理和纪

律约束，扎实推进全系统反腐倡

廉建设和作风建设，为全区卫生

计生事业科学发展、健康发展、和

谐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

障。区纪委常委姜金梅在会上宣

读了监察意见书，并带领与会人

员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

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

此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增

强了全区卫生计生系统党员干部

的廉洁自律意识，提高了他们的

拒腐防变能力。

（杨非钟凯）

春节前夕，宝丰县人民医院

组织开展了为退休及困难职工送

温暖活动，为他们送去该院党委

及工会的关心和祝福。

该活动由副院长郭德生、工

会主席邓艳红等院领导带队，职

能科室领导分3个小组，分头慰

问退休老同志121人，并由工会

牵头给生活困难的12名职工、12

名工会会员发放帮扶慰问金。慰

问组每到一处，都给退休职工送

上米醋、大米、慰问金等，并对老

同志嘘寒问暖，祝愿他们身体健

康、阖家幸福，快乐过新年。

该院计生专干耿艳梅专门负

责慰问县城辖区退休老同志，此

次见到该院退休的儿科主任郝书

峰后，她如释重负：“跑了三趟才

见到本人，总算把领导的关心送

到了老同志的家中。” （韩素）

为完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管理信息

系统（云计算模式），

春节前夕，三门峡市

湖滨区卫计委为各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发放了电

脑、网络激光打印机、

针式票据打印机、IC

卡读写机等，领到设

备的基层卫生人员高

兴地说：“新年配备新

设备，欢欢喜喜过个

年！”

侯青峡陈风云摄

1月30日，新乡市残联康复医院与吴富

生共研发项目合作仪式在新乡市陡门乡大吴

村举行，今后，他们将共同传承中医技艺。

吴富生出身于农民中医世家，他在继承

祖传秘方的基础上进行大量试验，研制出了

针对偏瘫患者的外用喷剂和口服剂，有效解

决了偏瘫患者形态康复的医学难题。

他研制的药剂配合新创的推、按、捏、揉

手法，对中风患者的肢体韧带、筋膜等软组织

的挛缩、曲张、水肿、萎缩以及严重的偏瘫溃

烂症状有非常独特的临床效果，目前已经新

乡市残联康复医院、新乡市经元堂中医院多

名患者临床验证。一次治疗5~30分钟，能让

僵硬变形多年的手指、肩、肘关

节以及老年偏瘫失语、大小便失

禁及身体严重溃烂症状大为改

善，有效率达98%以上。

新乡市残联康复医院是新

乡市残疾人联合会下属的以成

人康复、儿童康复为主，经卫生

部门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综合

医疗机构，是新乡市社会医疗保

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目前已为

近1000名残疾儿童进行康复治

疗，另有近700名患者在此接受

免费治疗。

此次新乡市残联康复医院与吴富生强强

合作，意义重大而深远，将为众多的偏瘫患者

迅速康复带来福音，给处于困境之中的偏瘫

患者家庭迅速解困带来希望。

大社营业室：内练“实力”外修“形象”

郑州市十八里河信用社大社营业室

自从新址落成以后，内练“实力”，外修“形

象”，积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着力打响

“宣传战”。尤其是营业室大型LED安装

之后，该社迅速开展了对电子银行业务、

理财业务、POS等各类业务的营销宣传工

作，并认真开展了“创建和谐社区”等为主

题的一系列公益宣传工作。（宋武雷）

国网平舆县供电公司：设备特巡保度冬

1月20日，随着气温的降低和春节

的临近，迎峰度冬工作进入关键时期，平

舆县供电公司运维人员利用红外测温仪

对变电设备进行测温，确保输变电设备

健康运行，为电网安全度冬提供有力保

障。

为提高供电可靠性，该公司组织人

员深入所辖变电站加强输变电设备管

理，积极开展了夜巡、特巡等形式巡视检

查，增加巡视次数，加强设备动态监视。

此次巡视将设备的防寒、防冻、防污闪作

为巡视重点，主要检查主变、开关、刀闸、

互感器、继电保护、直流系统等重要设

备，对查出的设备缺陷安排人员及时消

除，确保输变电设备始终保持在健康状

况下运行，严防设备事故发生。（石珂珂）

日前，一位容光焕发、精神矍铄的

高寿老人来到郑大一附院泌尿外科门

诊，向前不久为他成功切除了超大前列

腺的杨太森、徐培元两位教授表示感

谢。

这位名叫苏仁秀的老人的身份证

显示，他出生于1915年4月2日，已经

年逾百岁，是新郑市郭店镇华阳寨村一

位回族农民。老人多年来一直尿频、尿

急、排尿困难，经常彻夜难眠，痛苦万

分。子女们曾带他四处求医都未能治

好。去年10月底他们经人介绍找到郑

大一附院泌尿外科杨太森教授，要求住

院治疗。但检查发现，老人的前列腺直

径接近10厘米，严重堵塞了尿道。在

医学上如此大的前列腺十分罕见，同时

老人还合并有膀胱多发结石、尿潴留、

双肾积水、肾功能不全，这些合并症也

都加重了老人的病情。老人住院后，正

好赶上该院泌尿外科年轻的主任医师、

博士后徐培元教授从美国哈佛大学进

修回来，两位教授经过反复商量，并与

全科同事多次讨论，最后从医半个世纪

的老教授杨太森拍板定夺，决定由徐培

元教授亲自为老人主刀，采用微创手术

电切前列腺。

根据事先拟订的周密方案，凭借娴

熟的手术技巧，2015年11月2日上午，

徐教授为老人成功切除了巨大的前列

腺，同时打碎并取干净了膀胱内的多发

结石。现在，苏仁秀老人身体已经完全

康复。这次苏仁秀老人在家人的陪伴

下再次来到郑大一附院，这位活了整整

一个世纪的沧桑老人紧紧握着杨教授

和徐教授的手，满含着热泪，一再表示

对医护人员的深切感激。

杨教授看着老人术后恢复得这么

好，欣喜之下作诗祝贺：“百岁老人施术

险，勇于担当不畏难。治疗方案详拟

订，复杂术式化简单。膀胱结石先取

净，接着电切前列腺。血压脉率维持

稳，聚精会神监测严。止血缜密操作

细，顺利施术避风险。完成手术甚满

意，医护患属皆欢颜！”

鲁直文/图

河南省肿瘤医院

“无痛过年”健康宣教
让患者乐享新春

信阳市平桥区

召开卫生计生系统警示教育会

宝丰县人民医院

为退休及困难职工送温暖

春天是心理疾病患者的危险季节，大

脑激素分泌容易发生紊乱，导致情绪波动

大，可令心理疾病发作。在春季的各类精

神疾病中，抑郁症较为常见，可表现为情

绪低落、思维联想迟缓、行动缓慢、睡眠障

碍、食欲不振等症状，其最危险的后果就

是自杀。

心理专家提醒，如果遇到人生变故、挫

折、家人离世等问题，出现情绪低落十分正

常。但如果长期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无

法缓解，就要寻求专业帮助，不要以为只是

“闹情绪”。如果抑郁超过两周，甚至连生

活都难以自理，就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专家表示，预防春季抑郁症，除了去医

院专科进行疏导治疗、认知治疗等，还可以

多进行户外活动，例如出门晨跑，让自己多

接触阳光，融入生机勃勃的春天。在生活

上，要注意按时睡觉，多进行自我激励，多

唱振奋精神的歌曲，多吃蔬菜水果，主动寻

求友谊，也要避免生闷气，避免过度疲劳。

（伍君仪）

经历春节七天假后，不少人纷纷表示，

身体超重、内心焦虑等困扰难以摆脱。健康

专家提醒，这些“节后综合征”是春节期间身

心“超长待机”惹的祸，应当及时干预调节。

专家指出，人体“超长待机”、超负荷运

转弊端多。静坐、熬夜会增加慢性疾病的

发生率；而过量饮酒、胡吃海喝等，会扰乱

正常饮食习惯，造成肠胃功能紊乱。

专家建议，节后体检十分必要。如果

节后身体有不适以及体重明显改变或有以

上经历的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等表现人

群，建议通过体检，观察血脂、血压、血糖等

指标，关注健康状况并及时干预。

另外，合理安排时间和生活，能减少节

后身体的疲惫感。可提前预备进入“普通

日常”状态，注意按时休息，恢复正常生活

工作学习的规律，适当的运动，饮食以清淡

为主。此外，积极地调整心态，避免情绪过

于激动，加强与他人的沟通，避免压力囤积

造成心理上的不适。 （梁军李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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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综合征”宜早调节

“春季抑郁症”不可轻视

恶性肿瘤不同于其他疾病，最显著的生

物学特征是侵袭和转移。恶性肿瘤细胞从原

发部位被带到远处淋巴结或器官继续生长，

形成与原发部位肿瘤细胞相同类型的肿瘤。

这个过程称为转移，是多因素多步骤的过程，

所形成的肿瘤称为转移瘤或转移癌。

转移癌并不都在癌症的晚期才出现，有

时转移灶先被发现，然后才发现原发灶。恶

性肿瘤发生转移后，其临床表现为转移部位

密切相关，肺转移瘤的显著特点是临床症状

较轻，正因为这一特点，使许多患者发生肺转

移却迟迟不知；肝转移瘤可表现为上腹或肝

区不适、隐痛、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等；骨转移

瘤的首先症状常为病理性骨折，在此之前，可

全无自觉症状长达几个月或几年。

转移性肿瘤的治疗，简单地说，治疗方案

需根据患者的周身状况、肿瘤种类、转移部位

等进行综合规范化治疗，不同肿瘤之间存在

较大差异。

以往恶性肿瘤治疗研究的目标是消灭肿

瘤。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肿瘤的认识

不断加深，我们的治疗目标不再是一味强调

消灭肿瘤，而是希望达到“带瘤生存”、“与瘤共

存”这样一个平衡状态，发生了癌转移，并不

是想象中的到了绝望的地步，通过合理的治

疗，往往能达到控制肿瘤，改善生活质量、延

长生存期的目的，有些情况下甚至能够获得

治愈的效果。

转移癌不等于肿瘤晚期
□河南省肿瘤研究院研究员程心超

新乡市残联康复医院院长魏勇（右）与吴富生握手庆

祝合作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