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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小张是海口人!靠开出租
车谋生" 小张为人憨厚老实!做事本
分!且从不多说话" !#$$年%月!一向
身体#健壮$的他突然感到腹部疼痛
难耐!慢慢地脚部越来越肿% 在父母
的劝说下! 小张到医院去做检查!检
查结果如晴天霹雳&肝癌晚期且发生
转移% 在做放疗和化疗半年多之后!

病情没有得到控制% 最后!家人将小
张送到海口市人民医院接受#生物免
疫$疗法!目前病情有所好转%

#这是医院近两月收治的"例年
轻的肝癌病人之一%$ 彭大为说! 肿
瘤患者呈低龄化趋势应引起社会的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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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是肿瘤复发的高峰%据彭大
为介绍!资料显示!夏季肿瘤的转移
复发率可高达四五成% 因为过了夏
至!温度高!湿度大!潜伏在患者体内
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肿瘤细胞也
易重新变得活跃起来!因此造成癌病
发生或转移复发% #许多肿瘤患者夏

季食欲下降!调养脾胃很重要% 尤其
是放化疗的患者!更应合理膳食% $彭
大为向记者列举了几组数据&!&$&年
!月到!&$!年"月!该院累计接诊各类
肿瘤患者!&"'例!平均年龄%&(%岁!其
中%&岁至%)岁这个年龄段患癌症的
最多!有*%)例!其次是'&岁至')岁这
个年龄段的人患癌症的也较多!有
%&)例% !&'")岁的癌症病人+*例!!&

岁以下的癌症病人有$%例" 所接诊患
者临床诊断以肺癌(肝癌(乳腺癌(结
直肠癌和胃癌居多!占总数的%+,"

彭大为表示!人体每天都有将近
"&&个癌细胞产生! 但正常的免疫细
胞会把这些癌细胞消灭!但若人们的
免疫系统遭到损坏!就不能抵抗癌细
胞!癌细胞就会疯长" 值得关注的是!

由于海南气候( 地域特点等原因!鼻
咽癌和肝癌是较常见的肿瘤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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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肿瘤患者越来越年轻化) 彭
大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压力较
大! 不仅精神容易处于紧绷状态!且
生活极不规律! 饮食习惯也不健康*

很多年轻人在生活中不在意身体不
适症状!因此导致很多疾病错过了最

佳的治疗时机% 如果身体持续性消化
不良*长时间内!出现原因不明的体
重减轻状况* 原因不明的大便带血(

血尿等情况!应引起警惕%

彭大为建议!合理的膳食对大部
分癌症都有预防作用% 保持正常体力
活动!久坐工作的人每日应有一定中

等强度的体力活动! 特别是白领阶
层!应适当减轻压力*应戒烟限酒!因
为吸烟者越来越年轻化!也是导致癌
症患者年轻化的因素之一% 每人应定
期做体检!做到任何疾病都要早发现
早治疗!如果家庭有家族疾病!更应
注意进行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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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 腹泻常常成为 ,不速之
客$!而黑巧克力恰恰是这样一种能
缓解腹泻症状的食物%

,黑巧克力对美容(预防血管疾
病(缓解腹泻都有好处!是保障健康
不可多得的食品% $中国食品工业协
会糖果专业委员会资深专家季顺英
说!可可富含一种叫类黄酮的多酚成
分!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抑制小肠
肠道内蛋白质(氯离子以及水分的分
泌与吸收! 从而具有减缓水分流失(

防止人因腹泻而脱水的功效%而在所
有的巧克力品种中!黑巧克力的可可
含量从'&,+)&,不等!加之口感细
滑香醇! 在拉肚子时往嘴里含一块!

实在是肠道及味蕾的,福音$%

当然!黑巧克力虽好!也不能贪
吃% 季顺英认为!只要每天摄入量不
超过!&克!对健康是有益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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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人往往身体瘦弱(

脂肪少(肌肉力量不强(体力不佳!

内脏器官也不太健康% 运动时!应该
先慢慢锻炼好基本体力! 逐渐强化
肌肉力量(持久力及身体柔软度!再
进行力量训练!参加跳绳(游泳等动
态运动%

01/! 这类人看起来不胖!却
有很多脂肪! 肌肉力量和内脏器官
的功能往往不强!体力不好% 这类人
适合的运动是步行(跳绳(游泳等能
使脂肪燃烧的运动%

23/! 体重在标准体重范围
内!但其上臂部以及腹部(大腿的脂
肪超过标准% 只要肌肉和关节没问
题!可参加任何运动!打羽毛球(游
泳(骑马等有氧运动最适合%

45/! 这类人身体各部位皮
脂厚度超标!体重过重!几乎没有肌
肉!骨骼支撑能力弱% 这类人应该多
做有氧运动!可以消耗脂肪% 还可常
做静态的伸展运动! 以强化肌肉和
骨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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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饮用牛奶
之后会出现腹胀(腹痛(腹泻等症状!

因此对喝牛奶心存疑虑% 知名乳业
专家顾佳升表示! 这些症状被称为
,乳糖不耐症$!可以通过科学的饮奶
方式有效避免%

顾佳升解释说!,乳糖不耐症$也
称,乳糖不消化症$% 牛奶中所含的
乳糖是一种双糖!分子比较大!要在
小肠中消化成葡萄糖及半乳糖!才能
穿过肠壁进入血管中被吸收% 如果
小肠中缺乏乳糖酶!乳糖不能完全被
分解吸收!就会在大肠内发酵!出现
胀气(腹痛(拉肚子等症状%

,由于乳糖酶缺乏! 一次性饮奶
量过多!或空腹喝奶!都有可能诱发
乳糖不耐症%$顾佳升说!乳糖不耐症
患者应尽量避免空腹喝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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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备战中高考! 爱子心切的
父母们恨不得能把最好的补品(最
有营养的美食都填进孩子的肚子
里!这样做科学吗)广州中医药大学
门诊部主任(食疗专家陈京萍表示!

不赞同考生盲目食用保健品! 均衡
饮食!适当增加维生素/(优质蛋白
的摄入量便足以应对中高考复习%

考生该怎么吃) 陈京萍建议!

,首先要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
塔推荐的饮食搭配! 保证日常合理
膳食搭配%此外!应适当增加优质蛋
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0

等营养素的供给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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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谷类为主!注意粗细搭
配!适当吃些燕麦(小米(玉米等粗粮%

>= (多吃鱼虾(禽肉(瘦肉(

蛋(奶(动物肝脏等!以补充优质蛋
白质和维生素/(.等*多吃红薯(老
玉米(南瓜(红辣椒(菜花(油菜(豆
类(香蕉(苹果等红黄绿色蔬菜(水
果!补充维生素/(0(矿物质和膳食
纤维!起到保护视力(心血管健康及
提高抗病能力的作用%

在全面膳食( 主副食合理搭配
的基础上! 可根据个人体质等情况
选用食( 药两用的健脑食品! 如核
桃(桂圆(芝麻(大枣(山药(枸杞子(

百合(莲子等!以消除脑疲劳!缓解
学习压力!增强记忆%

在盛夏时! 可多吃些清热利湿
食物!如西瓜(苦瓜(桃子(西红柿(

绿豆(黄瓜等%家长还可尝试巧用大
蒜(姜(醋等调味品以增强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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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应占每日饮食量的"&,!

考生早餐不可忽视% 由于机体经过
一夜的能量消耗! 若得不到及时补
充!上午的学习能量就会不足!大脑
等部位因营养缺乏而出现注意力不
集中(思维迟钝(头晕(心慌(手抖(

出冷汗等症状!久之!则会影响考生
的学习及身体健康%早餐除主食外!

至少应包括奶(豆(蛋(肉中的一种!

并搭配适量的水果或蔬菜! 补充足
够水分% 如肠粉加豆浆! 面包加鸡
蛋(牛奶!肉粥加蛋糕(云吞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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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食物量占全天的1&,!午
餐在一天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最好的方案是三菜或三菜一汤!几
种菜中!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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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能少!蔬菜最好占!4"% 汤水
适量!以半碗汤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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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进食量一般应占全日食量
的"#,%过饱的晚餐!也会影响考生
晚上的学习!建议考生晚餐要适量!

晚上饿了!增加夜宵做补充%晚餐饮
食搭配与中餐相似! 但比较来说量
少而易消化!较清淡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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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晚上要熬夜复习! 可在睡
前-到!个小时增加一顿夜宵! 吃些
易于消化(含蛋白质(维生素0丰富
的食物!比如柠檬(桔子(橙(辣椒(

番茄(萝卜(青菜等%白天则多吃鱼(

肉等动物性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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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治疗时机% 如果身体持续性消化
不良*长时间内!出现原因不明的体
重减轻状况* 原因不明的大便带血(

血尿等情况!应引起警惕%

彭大为建议!合理的膳食对大部
分癌症都有预防作用% 保持正常体力
活动!久坐工作的人每日应有一定中

等强度的体力活动! 特别是白领阶
层!应适当减轻压力*应戒烟限酒!因
为吸烟者越来越年轻化!也是导致癌
症患者年轻化的因素之一% 每人应定
期做体检!做到任何疾病都要早发现
早治疗!如果家庭有家族疾病!更应
注意进行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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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小张是海口人!靠开出租
车谋生% 小张为人憨厚老实!做事本
分!且从不多说话% !#--年%月!一向
身体,健壮$的他突然感到腹部疼痛
难耐!慢慢地脚部越来越肿% 在父母
的劝说下! 小张到医院去做检查!检
查结果如晴天霹雳&肝癌晚期且发生
转移% 在做放疗和化疗半年多之后!

病情没有得到控制% 最后!家人将小
张送到海口市人民医院接受,生物免
疫$疗法!目前病情有所好转%

,这是医院近两月收治的"例年
轻的肝癌病人之一%$ 彭大为说! 肿
瘤患者呈低龄化趋势应引起社会的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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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是肿瘤复发的高峰%据彭大
为介绍!资料显示!夏季肿瘤的转移
复发率可高达四五成% 因为过了夏
至!温度高!湿度大!潜伏在患者体内
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肿瘤细胞也
易重新变得活跃起来!因此造成癌病
发生或转移复发% ,许多肿瘤患者夏

季食欲下降!调养脾胃很重要% 尤其
是放化疗的患者!更应合理膳食% $彭
大为向记者列举了几组数据&!#-#年
!月到!#-!年"月!该院累计接诊各类
肿瘤患者!#"'例!平均年龄%#(%岁!其
中%#岁至%)岁这个年龄段患癌症的
最多!有*%)例!其次是'#岁至')岁这
个年龄段的人患癌症的也较多!有
%#)例% !#+")岁的癌症病人+*例!!#

岁以下的癌症病人有-%例% 所接诊患
者临床诊断以肺癌(肝癌(乳腺癌(结
直肠癌和胃癌居多!占总数的%+,%

彭大为表示!人体每天都有将近
"##个癌细胞产生! 但正常的免疫细
胞会把这些癌细胞消灭!但若人们的
免疫系统遭到损坏!就不能抵抗癌细
胞!癌细胞就会疯长% 值得关注的是!

由于海南气候( 地域特点等原因!鼻
咽癌和肝癌是较常见的肿瘤疾病%

<=!

>?@ABCDE*+

为何肿瘤患者越来越年轻化) 彭
大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压力较
大! 不仅精神容易处于紧绷状态!且
生活极不规律! 饮食习惯也不健康*

很多年轻人在生活中不在意身体不
适症状!因此导致很多疾病错过了最

佳的治疗时机% 如果身体持续性消化
不良*长时间内!出现原因不明的体
重减轻状况* 原因不明的大便带血(

血尿等情况!应引起警惕%

彭大为建议!合理的膳食对大部
分癌症都有预防作用% 保持正常体力
活动!久坐工作的人每日应有一定中

等强度的体力活动! 特别是白领阶
层!应适当减轻压力*应戒烟限酒!因
为吸烟者越来越年轻化!也是导致癌
症患者年轻化的因素之一% 每人应定
期做体检!做到任何疾病都要早发现
早治疗!如果家庭有家族疾病!更应
注意进行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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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季节转换时! 有几种常见病
和感冒初期症状相似! 北京朝阳医
院睡眠呼吸诊疗主任郭兮恒教授提
醒!要注意区分!否则会延误病情%

$

)kl(打喷嚏(鼻涕多(鼻子
堵!鼻涕就感觉总也擤不完%

mn(除上述症状外!鼻炎还会
有头疼( 颈肩酸痛等症状% 一般来
说!感冒是自愈性疾病!七八天症状
就会好转! 而鼻炎不积极治疗的话
症状会更严重%

EF(对付鼻炎!药不见得要贵!

医院的自制药也算得上物美价廉%

%

)ol(有不少人感冒前会嗓
子紧( 喉咙疼! 两三天后就开始感
冒% 有时候! 这也可能是咽炎在作
怪!容易和感冒混淆%

mn(患咽炎时!嗓子会出现异
物感!总想清清嗓子!早起刷牙嗓子
会恶心!吃东西喉咙很痛%

EF(患咽炎不应随便使用胖大
海润喉! 可去医院进行雾化吸入治
疗!或倒杯热水经常用水汽熏嗓子%

&

)pl(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

肺炎都是比较麻烦的病% 初期与感
冒相似!发热!有轻微咳嗽%

mn( 肺炎病人会出现呼吸困
难(剧烈咳嗽(口唇发绀等现象% 儿
童患肺炎多半会发烧!持续两三天!

退热药只能暂时降温%

EF( 老人可定期注射肺炎疫
苗!一针管五年!儿童也有疫苗% 同
时注意不要着凉!特别是前胸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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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与感冒
相似!白领们通常是累出来的%

mn(除了感冒症状!病毒性心
肌炎常有气喘不上来的感觉! 需要
时不时长吸一口气!才感觉舒服% 胸
闷(心慌时!可摸一下自己的脉搏!

若感觉比平时快很多!就要留意%

EF( 如果有段时间工作太拼
了!过后出现感冒症状!别忘了去医
院做个心电图% 心肌炎患者最重要
的是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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