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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掉冬衣，一旦气温下降，就难

长、
秋收、
冬藏”的特点。人生于

以适应，会使身体抵抗力下降。
病菌乘虚袭击机体，容易引发

自然，应顺应自然规律。冬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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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阳气初生，饮食的调

各种呼吸系统疾病及冬春季传

据个人体质适量进补，符合冬
藏的养生原则。这段时间里，
不

脏腑所好，应适当吃些辛甘发

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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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食补还是药补，进补量都
要逐渐减少，以便逐渐适应即

散之品，不宜吃酸收之味。因
为酸味入肝，具有收敛之性，

《养生论》说：
“ 春三月，每
朝梳头一二百下”
。春季每天梳

将到来的春季舒畅、升发、条达
的季节特点。与此同时，减少食

不利于阳气的生发和肝气的
疏泄。食物可选择辛温发散的

盐摄入量也很关键，因为咸味

葱、香菜、花生、韭菜等，
少食辛
辣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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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是很好的养生保健方法。因
为春天是自然阳气萌生升发的
季节，这时人体的阳气也顺应

入肾，吃盐过量易伤肾气，不利
于保养阳气。

养除了注意升发阳气，还要投

自然，有向上向外
升发的特点，表现
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春天的多发病有肺炎、肝

为毛孔逐渐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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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示春天的真正到来。那么在
春分时节我们要如何养生？有

炎、流脑、麻疹、腮腺炎、过敏性
哮喘、
心肌梗塞、
精神病等。因此

代谢旺盛，生长迅
速。故春天梳头，
正

三八妇女节虽然已经过去，
不过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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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养生的秘诀吗？在饮食方

对于有肝炎、过敏性哮喘、心肌

符合这一春季养生

女人爱美之心不会停止，
真正爱自己

含大量钾元素，
经常食用可保持皮肤

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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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塞等的患者要特别注意调养
预防。

的要求，有疏利气
血，通达阳气的重

的女人，
不会仅停留在购买时髦衣服

的弹性，
润肤养颜。葡萄柚富含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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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气温还未转暖，不要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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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在层次上，
而是懂得如何通过科
学饮食、
药物调理、
运动和休息，
让美

素 E，常被用作化妆品里的皮肤软化
剂，
可以减少皱纹。

丽和健康更加持久。那么哪些食物能

X1hZ\Uijg 柠檬中的柠檬

立春开始后自然界生机勃
勃，万物欣欣向荣，这时人们应

?

当顺应自然界生机勃发之景，

过早减掉冬衣。冬季穿了几个

早睡早起，早晨去散散步，放松
身体，这就是适应春天的养生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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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棉衣，身体产热散热的调
节与冬季的环境温度处于相对
平衡的状态。由冬季转入初春，

季进补，但是春后
进补要适度。一年

乍暖还寒，气温变化又大，过早

四季有“春生、夏

很多人崇尚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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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亲
朋好友相聚一堂，
推杯换盏；春节过
后，上班族忙完加
班还要忙应酬，不
仅身心疲惫，肠胃

肠上皮化生，一旦发生胃粘膜萎缩和肠
化，即便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治疗，
发
生胃癌的风险仍较大，要想控制甚至减少
胃癌发病率，
建议高危人群至少每两年做
一次胃癌筛查，因此早检查、
早诊断、
早治
疗至关重要。“我们现已有先进的胃、肠

更是受罪。胃胀、
胃痛、消化不良的症状接踵而来，但是胃
病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比如胃病中的
“顽固分子”幽门螺杆菌。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徐汇医院消化内科执行主任冯
珍指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
呈正相关性，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群发生
胃癌的危险性是未感染人群的好几倍，
不
过患者也不必太过于紧张，人群中幽门螺
杆菌感染者众多，但患胃癌为数很少，提
高胃癌早期诊断率依旧是打赢“保胃战”
的重中之重。
“现在我们医院里检测幽门螺杆菌的
方法齐全，常用的方法包括唾液检查、呼
气试验、
抽血和胃镜等。”冯珍告诉记者，
人们一般在体检中是通过呼气试验检测，
但是这仅能查出胃部是否有幽门螺杆菌，
而唾液检查可知晓口腔中是否有菌群，
口

镜检测系统，治疗手段也和国际接轨。”
冯珍自豪地告诉记者。
冯珍提醒，我们除了加强肿瘤早期筛
查意识外，中国人喜欢共餐制，唾液里的
细菌有可能经过筷子传播到食物上，
导致
相互传染，建议选用分餐制或使用公筷。
另外，患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多发性腺
瘤性息肉的人，必须经常到医院检查治
疗，
消除癌前病变，
预防胃癌的发生。
记者 FGH

腔是幽门螺杆菌除了胃以外的第二定居
点，菌群在口腔中会源源不断地伴随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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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入胃，引起胃部炎症的发生和复发，
这也是患者反复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源头，
因此通过唾液检测口
腔幽门螺杆菌逐渐受
到患者的重视。长期
感染幽门螺杆菌会造
成慢性活动性胃炎，
并导致胃黏膜萎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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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你
“打扮”
得更漂亮呢？
XYZ[\U]^_ 菠菜富含类胡

酸可以有效提高肠胃的消化功能，
餐后喝 杯 柠 檬 汁 有 助 排 出 体 内 油

萝卜素和玉米黄质，可以滋润眼睛，
使其变得清澈、明亮、
水汪汪。

脂，
让你不会因多吃而发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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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怀孕了，
然而在市八
医院门诊的
例行产检中，
发现尿检中
有一些红细

节疼痛以及血尿或泡沫尿这些情况，
要尽快到肾脏科或风湿科就诊。如果
确诊了系统性红斑狼疮，
则要认真治
疗狼疮性肾炎，
长期的控制才能延缓
肾损害的进展，
降低尿毒症的风险。
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肾脏科历
史悠久，
长期致力于肾脏病防治，
对于

胞，
于是转到了肾脏科门诊。经过详细
的病史采集与体格检查，发现她有复
发性口腔溃疡病史，
而后进行了血液
生化检测以及泌尿系超声等全面检
查后，
小张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

女性常见的尿路感染、
狼疮性肾炎及
其他自身免疫病如类风湿、
干燥综合
症等所致肾损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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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
者出现临床肾损害，
医学上称之为狼
疮性肾炎。狼疮性肾炎可以导致肾
功能不断下降，最终出现肾功能衰
竭。随着病情的进展，
很多患者最终
可发展到尿毒症期。
故事中的小张及家人为了保住
这个孩子，
不得不边怀孕边接受糖皮
质激素治疗，
在怀孕 4个月时出现了
高血压、大量蛋白尿与浮肿，临床上
称为肾病综合征。经过大剂量激素与
其他治疗，蛋白尿得到部分控制，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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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DNA抗体滴度也下降了。在产科
医生的帮助下，小张于 3
2周提前
进行了剖宫产，孩子在暖箱里放
了近 3个月才抱回家。产后小张
加用了免疫抑制剂，病情逐渐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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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控制。现在小张的孩子很健
康，
小张本人也恢复了工作。小张
是幸运的，但病情控制不好的重
症狼疮患者与透析或者死亡的病
例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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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对于女性朋友，
如果发 ()*0,123456'(78)*9,
现光过敏、
皮肤红斑、
口腔溃疡、
关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