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补推荐名方!当归生姜羊肉汤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科副教

授关彤指出"中医强调秋冬进补"因为秋冬季人
体的机能处于#收$和%藏&的阶段"此时进食滋补
的食品可得到更好的吸收和利用'像类风湿关节
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患免疫性疾病的病人"本
身体质虚弱" 加上在治疗时需服用免疫抑制剂"

更伤害人体正气"不少患者出现气(血(阴(阳亏
虚"因此利用秋冬季"通过饮食来调理身体"对疾
病的康复是有很大帮助的'这类病人可以在冬季
多吃鸡肉(兔肉(牛肉(羊肉等以补充气血"同时
配合一些中药材如黄芪(当归(附子(高丽参(阿
胶(首乌(红枣(桂圆肉等' 来自张仲景)金匮要
略*的经典名方%当归生姜羊肉汤&是中医风湿科
医师常常推荐给这类病人的食疗方'

痛风病人仍要清淡饮食
关彤同时告诫" 并不是所有的风湿病病人

都适合秋冬进补' 比如一些属于湿热体质的病
人"如果盲目进补反而会加重病情'

专家特别强调患痛风性关节炎的病人在冬
季依然要保持清淡饮食' 在冬季食谱中"老火靓
汤(各类火锅都有可能诱发痛风急性发作'此外"

每逢年末和新春佳节"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也常常
令风湿科门诊的痛风病人数量大增' 因此"风湿

病病人能否进补"怎么补"应咨询风湿科医生'

户外活动适量不会冻坏关节
有的风湿病病人提出" 冬季气候寒冷干燥"

户外活动会不会%冻坏关节&+对此"关彤指出"中
医治病强调阴阳平衡" 冬季人体阳气相对较虚"

血行缓慢" 适当的户外活动能促进人体气血运
行"激发阳气"因此不但不会冻坏关节"反而会令
关节局部在寒冷状态下依然保持正常功能'比如
强直性脊柱炎患者"适量充分的运动可以减轻腰
椎和关节的疼痛"保持腰椎和关节的功能"最适
合的运动是到恒温泳池游泳和户外骑自行车'对
于患骨质疏松症的病人"每天晒太阳和进行户外
运动有助于钙的吸收"从而增强骨质'

病不同活动准备不同
但是"不同疾病对户外活动有不同要求'比

如冬季偶尔出太阳时"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要避
免阳光照射"因为阳光照射有可能诱发系统性红
斑狼疮的血管炎"出现光过敏"因此这类患者适
合在早晨和傍晚进行户外活动'系统性硬化症的
病人四肢供血不足"在冬季一定要做好四肢的保
暖"到户外前要穿戴后手套袜子"否则容易冻伤
手指足指"甚至出现局部坏死' 干燥综合征的病
人因为腺体受损"唾液分泌减少"因此在户外活
动前一定要准备好充足的饮用水' !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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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因其特有的气候"一直以来都是旅游
整形的热点亚洲城市' 临近冬季"大批的游客
飞来海南扮靓自己' 同时"岁末双节临近"许多
外地求美者也再次莅临椰城' 据了解"今年来
海南选择美胸的顾客大幅度增加'

模特组团 海南瑞韩再次成首选

据模特集体相约瑞韩丰胸成为热点话题
后"东北三省(京(津等地区的求美顾客"也选
择海南瑞韩进行面部微整形和形体雕塑' 密友
结伴"母女组团"瑞韩再次成为首选' 尤其是近
几年"粉红丝带女性公益活动的兴起"提醒女
性关爱女性健康的同时"女性胸部求美话题再
次掀起热潮'

美胸满足外形美 更关注女性心理
据瑞韩副院长杨永成介绍"很多女性选择

做美胸" 一方面是为了塑造形体的流畅曲线"

希望外形更漂亮,另一方面"现代女性生活压
力大"自我要求比较高"通过美胸"改变不完美
的胸部条件"以获取自信'

对于女性来说"商界(职场上从来不缺少
能力强的女强人"然而兼具智慧和美貌的可谓
凤毛麟角' 所以漂亮的外表无论对异性"还是
对女性自己都是改变的动力' 尤其是胸部"作
为女性形体美的主要标志"下垂(扁平都极大
地降低了印象分' 所以"美胸年龄层分布越来
越广"女性对胸部美的认识也越来越充分'

瑞韩美胸 美得自然而健康
据杨院长介绍" 医学技术在不断进步"女

性的自我审美意识也在不断提升' 如今"胸部
整形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假体美胸和自体脂肪
美胸因其临床案例较多"副作用小"越来越多
地被采用' 美胸在保证视觉效果的同时"可以
随着身体姿势呈现不同的体态"不影响生理感
觉和哺乳' 同时"杨院长提醒广大爱美女性"谨
慎选择"正规的医院让你美得更放心'

冬季天气寒冷" 多吃点碳水化合物含量
高的玉米可增强抗寒能力" 同时玉米还含多
种人体%抗衰剂&"因此对老年人十分有益'

经测定" 每
#$$

克玉米能提供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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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
的钙"几乎与乳制品中所含的钙差不多'丰富
的钙可起到降血压的功效'如果每天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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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血压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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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玉米中所含
的胡萝卜素" 被人体吸收后能转化为维生素

)

"它具有防癌作用,植物纤维素能加速致癌
物质和其他毒物的排出,天然维生素

*

则有促
进细胞分裂(延缓衰老(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
皮肤病变的功能"还能减轻动脉硬化和脑功能
衰退'研究人员指出"玉米含有的黄体素(玉米
黄质可以抵抗眼睛老化' 此外"多吃玉米还能
抑制抗癌药物对人体的副作用" 刺激大脑细
胞"增强人的脑力和记忆力' !连淑兰"

天冷老人多吃玉米

健康新知应季提醒

美国的一个研究团队选取了近
!$$

名帕金
森症患者"将他们分为三组"分别进行太极拳(

抗阻力锻炼和伸展运动"每次
&$

分钟"每周
!

次'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研究者在对他们
进行平衡性和走路时迈步距离的测试中发现"

练习太极拳的这组病人的成绩比进行抗阻力锻
炼和伸展运动的病人更好" 走路时摔倒的次数
明显低于进行伸展运动的病人" 等同于进行抗

阻力锻炼的病人'

太极拳要求练习者经常采用缓慢而有节奏
的呼吸"配合柔和的动作和精神深度放松"在提
高帕金森症患者的稳定性和平衡性上起到了良
好的效果' 这就意味着太极拳这项中低强度的
锻炼形式可以作为现有理疗方法的一个补充"

有助于帕金森症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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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有益于帕金森症患者

美 胸 热 潮 再 次 来 袭
冬季美胸成热点

深色蔬菜经过烹调后可以提高菜中维生
素
+

和类胡萝卜素的利用率' 这两类物质喜
欢溶于油脂"用热油烹调后使细胞壁软化"促
进胡萝卜素(番茄红素的溶出"提高吸收率'

深色蔬菜烹调后还可以提高蔬菜中钙(

镁元素的利用率'这是因为"大部分深色蔬菜

中存在着草酸" 它不利于钙和镁的吸收' 然
而"在烹调加工当中"只要经过焯烫步骤"再
行炒制或凉拌"即可除去绝大部分草酸'

烹调还可以软化蔬菜纤维" 对于肠胃虚
弱(消化不良(胃肠胀气(慢性腹泻等类型的
病人有益' !$大众卫生报%"

深色蔬菜熟吃最好

炒菜放醋不仅能提高人的食欲" 还可防
止蔬菜中所含的维生素

,

遭到过多的破坏'

尤其是感冒时吃点醋熘菜" 有助于增强人体
免疫力"从而达到辅助治疗感冒的作用'

但是"炒胡萝卜或芹菜时放醋"情况就不
一样了' 菜加热后会加速醋酸与菜的化学反
应"醋酸会大大破坏胡萝卜素含量"而芹菜属
于绿色蔬菜"加热烹制过程中"营养物质和叶
绿素在醋酸的作用下会被破坏" 使绿色蔬菜

迅速变成黄褐色"既破坏了菜肴的美感"又使
菜肴营养价值降低' 因此"炒胡萝卜(芹菜等
蔬菜时最好不要加醋'

醋中所含的醋酸是种弱酸"且浓度很低"

用来凉拌蔬菜时不会破坏胡萝卜和芹菜的营
养成分"所以可以放心食用'芹菜中含有丰富
的维生素群及植物纤维素' 两菜凉拌时加点
醋"既清脆爽口"增进食欲"还能补充消耗的
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戴汉文"

炒胡萝卜或芹菜不放醋

进入冬季 !

患双膝骨关节炎

的张姨内心既喜

亦忧! 喜的是冬

季气候干燥 !关

节疼痛会有所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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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加重"这个

冬天风湿病病人

将要如何度过!且

听医生说"

医学研究认为" 患了病多卧床或长期卧床
休养是不正确的'因为卧床过久"会使心脏功能
减退"血液循环迟缓"肌肉组织松弛"骨质疏松"

体力日衰"弊多利少' 专家提醒"以下三类病患
尤其不能长期卧床'

心血管疾病患者# 心血管疾病患者卧床休
息数小时后尿量会显著增加"导致血容量减少"

血液黏稠度增高"使心绞痛(血栓性脉管炎等疾
病发生率明显增加'从临床角度看"心力衰竭的
患者需要采用坐位来减轻心脏负担' 许多患者
担心体力活动会导致心肌破裂或加重心脏损
害"其实吃饭(洗脸(刷牙(穿衣(缓慢步行等活
动的能量消耗比卧床只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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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疾病患者# 多数人以为呼吸道疾病
发作时"卧床休息可减轻呼吸困难' 其实卧位时
的肺通气和血液灌流比例容易失调"导致肺泡气
体与血液之间的交换受限"同时卧位时横膈的活
动受到限制"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呼吸系统疾病
患者常喜欢采用半卧位或坐位而不是平卧位'另
外"长期卧床还可导致肺炎的发生率增高'

骨质疏松症患者# 中老年人的骨质疏松与
缺乏体力活动有密切关系'要保持骨质密度"适
当的运动极为重要' 关节软骨主要依靠承受压
力来进行营养物质交换" 如果关节长期不承受
压力"关节软骨便会发生营养不良"从而造成软
骨变性和关节功能障碍' !$现代保健报%"

&类患者不可长期卧床

'风湿病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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