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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脱几件衣服，反其道而行之，
吃再好的药都没有用。不仅人

是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毕竟我
们每天最主要的是和人打交

养心莫善于寡欲，好好活，不要
攀，
不要比，
不要自己气自己。

l9m

是这样，植物也是这样：向日葵

道，只有相处和谐自己才能快

别和自己较真儿，别和自
己过不去。健康生活就是顺应

围绕着太阳转，含羞草白天合、
晚上开，这就是规律。

乐。寿命长短 6
0%取决于自
己。

人老了，心态比碰到的事
要紧得多；年纪大了，要珍惜并

自然，随遇而安，想吃什么了、
想去哪儿玩儿了，都要满足一
下自己。

人 在 24 小 时 内 都 在 变
化，中午 1
2点是午时，生命力
最强，晚上 12点生命力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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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得越久降胆固醇的效果就越
差。
)/01,建议多吃橄榄油，

热爱生活，多做自己喜欢做的

能对心血管系统产生保护作
用。

事，心境不可以乱，不可以偷懒
和厌倦生活。
陈可冀院士说，熟知我的
人都知道我爱吃六种食品：

肪酸较高的鲑鱼，
清蒸为好。
)45,适度饮用姜汤，将
晒干的姜磨粉冲热水喝下，所

)23,多吃含 Ome
g
a
-3脂

凡事都有规律，人离不开

所以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睡

寿命的长短 1
5
%取决于遗

自然。天冷了加几件衣服，天热

觉。与人相处不猜忌、不设防也

传，但 6
0%取决于自己，所以从
年轻时就要养生保健。

)*+,每天吃一两瓣大蒜，
无论是生吃还是熟吃，大蒜的

含“生姜醇”及“姜烯酚”可调节
血脂。

官再大，钱再多，阎王照样
土里拖。家财万贯，一日不过三

含硫化合物可直接抑制肝脏中
胆固醇的合成。

)67, 红曲除酿酒外，还
可入菜，
可降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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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广厦万间，夜眠不过三尺。

)-.,洋葱生吃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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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抱怨走路越来越无力，小
心患上动脉硬化闭塞症，由于长时间
在狭小空间‘端坐、站立’
，引发下肢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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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温泉惬意又养生，现在
过节方式多样，很多家庭就选
择在春节期间泡温泉，释放紧

痛，警惕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在
挂满红色锦旗的主任办公室，徐中心

张许久的身心。但是，高血压、

介入科主任方世明一下把话题聚焦在

近在门诊，经常会有患者咨询
这个问题。
其实，在规律服药且血压

下肢疾病患者的介入治疗上。
方主任说，前者动脉硬化是指动
脉内膜或中层发生退行性变和增生的复杂病理变化，动脉失
去弹性，管壁增厚变硬，管腔狭窄缩小，由于动脉远端供血不
足，下肢部位发生缺血，常造成下肢酸痛现象，大多人会误以
为骨关节出了问题，一味抱怨走路太费力；此病早期起病隐
匿，一旦到了中晚期，会因为肢体重度缺血，腿发红发紫甚而
变黑，
相当部分患者不得不接受截肢手术；而后者下肢深静脉
血栓一旦形成，不仅腿部浮肿，下肢溃烂，甚至会引发肺栓塞
而导致猝死。“最要命的是大部分患者不重视，当‘老烂腿’来
对付，一旦病症加剧，轻者致残，重者要命，作为介入科，我们
关注这在全国现有 2000余万病人，每年约递增 6
0万该疾病
患者的严酷事实，通过微创介入，溶栓，取栓，一周时间可完成
整个下肢病症介入治疗疗程。徐中心从去年成立介入科以来，
已为 6
0余位老年人施行了下肢疾病的微创治疗”，方主任自
信地说，
“当然这一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其实一旦有症状，
可做一个下肢血管超声检查一般就可精准诊断了。”
说到如何预防此种疾病，作为上海健康学院兼职教授、培
训医科大学学生十年之久的方世明最后给出几点意见：其一，

心脏病患者可以泡温泉吗？最

控制达标的前提下，高血压心
脏病患者还是可以享受温泉泡
澡的。但是，
在泡温泉前后必须
测量血压，若收缩压低于 1
0
0
毫米汞柱，可先喝一些果汁饮
料、适度休息，等血压稳定一点
再泡温泉；若血压高于 1
6
0毫
米汞柱，同样先休息，可吃降血
压药，待血压降到 1
40毫米汞
柱再泡温泉。
同时，在泡温泉的时候，还
要谨记以下几点：
◆控时间：初次入浴最好
不要超过 1
0分钟，等适应之后
再慢慢延长。每次最好不超过
15分钟。这样可以保证心脏供
血，
避免胸闷胸痛。

◆控温度：过高的水温会
增加心脏负担，易造成心悸、憋
气，
3
8℃-4
0
℃之间的水温比较
适合。
◆控深度：不要让水面高
于胸部，
以免造成心脏负担。
◆忌按摩：泡温泉时身体
血液循环加速，若同时按摩则
更使心脏负担加大。

头晕、头疼，严重者易摔倒，因
此起身时应谨慎缓慢。
◆忌空腹：避免空腹、酒后
泡温泉，且饭后要间隔一小时
再泡温泉。
此外还需提醒的是：心脏
病、
高血压患者，
要常备常用药、
急救药（如速效救心丸）在身边，
不要独自一人泡温泉。同样，
年

◆忌快速站起：泡温泉时
多采取坐姿，下半身血管扩张，
快速站起容易导致脑供血不
足，特别是老年人，轻者可出现

轻人也应警觉，
心血管疾病不是
老人专属，早发现早治疗，才是
远离猝死风险的最佳策略。
*+,!"#$%&'(

生活规律、心情舒畅；其二，不能坐卧太久，确保肢体正常血液
循环；其三，饮食控制，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等要做到低脂少糖
少盐；其四，保持适度运动，大便通畅，在冬天下肢尤其要注意
保暖。
记者 |}~


一年一度的春节马上就要

关，让病情稳定下来，这样过节

在肝炎发作时，休息胜过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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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
节日，很多人都做好了吃喝玩
乐、聚会娱乐的准备，但 专 家

才安全、放心、舒心。
56789:;:<
“滴酒不沾”是肝病患者的

治疗，特别是静卧可增加肝脏
的血流量，有助于肝细胞的修
复和再生。

提醒一定要注意肝脏保护，尤
其是肝病患者。现在特为大家

行为准则，节日期间也不例外。
酒的主要成分是酒精，它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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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肝病患者机体免疫功

综合以下护肝小贴士，希望能
伴你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春
节。
-./01234

人体后主要在肝脏分解代谢，
肝病患者本身肝脏已有病变，
再饮酒可谓是雪上加霜。
=>?9@A

能低下，春节期间正值流感等
呼吸道疾病的多发时期，一旦
感冒或患支气管炎、肺炎、泌尿
系感染等病，会使肝病病情加

肝病患者对春节要保持一
颗平常心，切不可因过年打乱

不少肝病患者在节后病情
反复、转氨酶升高，甚至出现黄

重，肝功能出现波动。
专家指出，各种肝病都是

了诊疗计划，干扰了正在进行
的各项诊疗工作。正在接受抗
病毒治疗的患者尤其要注意，
中途不能任意中止，哪怕是一
天。对于病情波动、
出现症状的
患者，节前最好到医院再做个

疸，其主要原因是春节期间亲
友聚会，迎来送往，熬夜打牌所
致。按照人体生物钟，晚上 1
1
点之后，包括肝细胞在内的人
体细胞开始自我修复，熬夜对
肝脏健康、肝病康复都是极其
不利的。专家指出，
肝病尤其是

可防可控可治的，只要患者积
极配合医生，科学规范正确地
治疗，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保证充足的睡眠，规律生活，
坚持锻炼，劳逸结合 ，不 断 提
高自己的免疫力，肝病也就会
被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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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请专家医生为自己把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