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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就诊指南

吉祥牛年做健康“牛人”

健康视点

主持人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再过两天就是除夕大年夜，
喜迎辛丑牛年
倒计时，
年的味道越来越浓。新冠疫情下的子
鼠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人们对即将到来的辛
丑年充满希望。我市医学专家们带来了新年
健康好礼，为市民拜大年送祝福，
祝愿人们在
吉祥牛年做健康
“牛人”
。同时建议市民从现
在开始，行动起来，
坚持合理膳食，经常运动，
保持理想体重，不吸烟，
少饮酒，控制好血压、
血糖和血脂，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疾控专家：
良好卫生习惯要延续
年夜饭用公筷美味又美“卫”
我市卫健委疾控专家表示，2021 年随着
疫苗普及，新冠疫情的国际流行态势有望趋
缓，但市民不可放松对传染病的警惕，
疫情期
间养成的良好卫生习惯应继续保持。比如勤
洗手。日常有十个时刻需要及时洗手，在没
有洗手前不要揉眼睛挠皮肤。感染或传播病
原体时；
准备食物前后和整个过程中；
吃东西
前照顾呕吐或腹泻病人前后；
处理伤口前后；
上完厕所后；给上过厕所的儿童换尿布或者
清洁后；
擤鼻涕、咳嗽或打喷嚏后；
接触动物、
动物饲料或动物粪便后；处理宠物食物或宠
物零食后；接触垃圾后。洗手时要用流动的
清水，涂上肥皂后用“内外夹弓大立腕”七步
洗手至少 20 秒。之后用流动的清水好好冲
洗，最后用干净的毛巾擦和一次性纸巾擦干
双手或自然风干双手。
另外，建立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也是
需要保持的卫生习惯。大年夜将至，年夜饭
配以公筷公勺就美味又美“卫”了。专家表
示，采用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不仅有利于
疫情防控，也有利于防止肝炎病毒、幽门螺
杆菌等病毒病菌传染。专家建议年夜饭或
日常家庭聚会可以在每个菜盘、盆、锅等盛
食物的容器上，放上公筷公勺。公筷公勺最
好与其他筷子勺子有明显区分。餐后剩余
食物打包或分装时应使用公勺公筷。在餐
桌上，家长要鼓励孩子尽早独立进食。对不
能进食的婴幼儿，要避免用嘴尝试孩子食
物、帮助孩子咀嚼食物、口对口喂食孩子、与
孩子共用餐具等。

心脏专家：
牢记一串身体密码
年轻人防治心脑血管病
天津医科大学心血管外科付强副主任医
生表示，心脑血管的健康程度可以决定一个
人的整体健康水平，2021 年做健康“牛人”需
有健康的心脑血管。保证心脑血管健康有一
串人体密码，从年轻时就做到心中有数，则能
保护我们的心脑肾等多个大器官和组织系统
的健康，从而提升健康水平。
密码一：60100 代表静息状态下的正
常心率，每分钟 60 至 100 次。心率变化与
心脏疾病密切相关，心率过快或过慢（低于
40 次/分）都提示可能存在心脏问题，应及时
去医院就诊；尤其是伴有心悸、胸闷，甚至晕
厥等情况者，更应尽早就医。
密码二：14090 高血压是导致心脑血
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与血压低于 110/75
毫米汞柱者相比，血压为 140—149/90—94
毫米汞柱者发生心血管病的风险增加 2
倍。高血压诊断标准是：
非同日三次测血压，
收缩压≥140 毫米汞柱和（或）舒张压≥90
毫米汞柱。
密码三：2.6 代表理想的低密度脂蛋
白 胆 固 醇（LDL- C）应 控 制 在 2.6 毫 摩/升
以下，正常值范围为 3.4 毫摩/升以下。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具有确定的致动脉粥样

“糖友”
过节也需控制饮食

硬化的作用。
密码四：5.6 代表空腹血糖应控制在 5.6
毫摩/升以下。糖尿病是最早被公认的导致心脑
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糖尿病的诊断
标准为空腹血糖≥7.0 毫摩/升或任意时间血
糖≥11.1 毫摩/升, 抑或糖化血红蛋白≥6.5%。
从正常葡萄糖耐量发展为糖尿病会经历一个阶
段即糖尿病前期，要是能在此时进行运动、生活
方式等干预，则可以逆转或延缓糖尿病的发
生。空腹血糖大于 5.6 毫摩/升是一个很好的预
警指标，
有助于早期发现糖尿病前期人群。
密码五：24 代表体质指数（BMI）要低于
24 kg/m2，避免超重和肥胖，保护心脑血管健
康。BMI<18.5kg/m2 为体重过低；BMI 介于
18.5—23.9kg/m2 为 体 重 正 常 ；BMI 介 于
24.0— 27.9kg/m2 为超重；BMI≥28 kg/m2 为
肥胖。
密码六：0 代表“不吸烟”。对健康人来
说，戒烟能降低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冠心病的发
病率。对冠心病患者而言，戒烟不仅可以降低
心血管事件（如心绞痛、心梗和猝死）的发生风
险，还可以提高治疗药物的疗效。

肾病专家：
均衡饮食减轻肾负担
强肾要少糖少盐少油优质蛋白
过食膏粱厚味、饮食没有节制不仅带来肥
胖，更对人体各器官特别是肾脏正常运转造成

国医讲堂
春节临近，
家家户户都准备了各式各样的
食材以丰富节日餐桌。
“糖友”
们一方面想要满
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一方面又因为病情需要而
控制饮食，
有时就会比较为难。我市中医药研
究院附属医院糖尿病科褚月颉主任医师根据
“糖友”
的不同体质推荐了几款适合他们的中
医调理小膳食，
过节期间
“糖友”
可以试一试。
痰湿体质推荐淮山炖老鸭汤或者山药茯
苓薏苡仁赤小豆粥。痰湿体质的糖尿病患者
常有肥胖，尤其肚子大，
面垢油光，
或有胸闷、
痰多，身体沉重，懒得运动。舌体胖大，舌苔
白腻。这类糖尿病患者需要选择具有祛湿效
果的食物，常见有赤小豆、苡米、小米、冬瓜
等。制作淮山炖老鸭汤时可以加入赤小豆、
茯苓、莲子、薏米、扁豆各 20g 先煮 20 分钟，
再倒入淮山和鸭肉。
湿热体质推荐冬瓜薏米煲鸭汤和餐后茶
饮清热祛湿茶。湿热体质的糖尿病患者往往
在痰湿体质基础上又见口干口苦，易生痤疮
或长疖子，大便黏滞不畅或燥结，小便短黄，
男性阴囊潮湿，女性白带增多。舌质偏红，苔
黄腻。除了上面能够祛湿的食物之外，还可
以选择清热的食材，如芹菜、茼蒿、木棉花、鸡
蛋花等。清热祛湿茶可以选用木棉花、夏枯

很大负担。我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肾病科
主任医师徐英提醒广大市民，良好的肾脏功能
保证了机体内环境的稳定，使新陈代谢得以正
常进行。平衡膳食、规律作息、合理用药是保护
肾脏的重要途径。
徐英说，肾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
它的基本
功能是生成尿液，借以清除体内代谢产物及某
些废物、毒物，
同时经重吸收功能保留水分及其
他有用物质。饮食对肾脏健康尤为重要，保护
肾脏首先要饮食有节制，日常不要暴饮暴食，以
免加重肾脏负担。其次，要少糖摄入。肾脏病
患者尤其要少食甘甜。糖尿病、高血压患者要
定期检查肾功能，警惕肾损伤。第三，
要低盐低
脂优质蛋白饮食。高脂肪、高蛋白、高嘌呤的食
物会在体内产生过多的“废物”，进而加重肾脏
负担，影响肾功能。我国膳食指南推荐每日的
食盐摄入量应低于 6g。食用油应选择植物油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每天约 30ml。
另外，健康人群日常按摩涌泉穴可以滋阴
补肾；
按摩、艾灸肾俞穴，可以很好地交合阴阳，
补助肾气。耳为肾之窍，以两手掌心紧按两耳
外耳道，两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分别轻轻敲
击脑后枕骨，共 60 次，可以达到调补肾元、强本
固肾之效。提拉耳垂也有补脑、强肾之功。

肝病专家：
健康生活方式健康肝脏
戒酒运动远离酒精肝脂肪肝
我市第三中心医院副院长、著名肝病专家
韩涛说，
新的一年，
普通人保护肝脏可以从戒酒、
科学运动开始。肝脏是腹腔中最大的器官，常
见肝病多数是病毒引发的，
如甲肝、
乙肝、
丙肝和
戊肝等，
其中乙肝最为常见。2021 年，
慢性肝病
患者要保持肝脏健康就一定要接受科学规范的
治疗，遵医嘱定期复查是最重要环节，
通常主张
每 3 个月到半年须复查一次，内容包括 B 超、肝
功能、
甲胎蛋白，
每年进行一次食道和胃检查。
除病毒性肝炎外，
酒精肝、脂肪肝已成为威
胁肝脏健康的重要疾病，幸运的是这两种肝病
可以治愈，但如果不及时治疗控制，一样能引发
肝硬化、肝癌。韩涛说，如果每周有 3 至 5 天饮
酒量超过 40 克，持续喝上 5 年，酒精肝、肝硬化
就会接踵而至，因此防治酒精肝关键是戒酒。
脂肪肝多不痛不痒，但却是隐性肝硬化的元凶
之一。脂肪肝治疗最重要的是控制饮食、增加
运动、改变不良行为等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
仅是辅助措施，更不要盲目吃保肝药。另外，热
爱减肥的人要注意减肥适度，快速减重可使肝
内炎症和纤维化加重，引起机体代谢紊乱，甚至
诱发脂肪性肝炎和肝功能衰竭。

家庭消毒要合理安全使用消毒剂

中医专家推荐辨证调理小膳食

中国疾控中心日前
发布新冠肺炎防控消毒
系列科普，指出在没有
明确的局部环境受到污染源污染的情况下，全
身喷洒消毒剂、车轮喷洒消毒剂、鞋底喷洒消毒
剂、室外环境的表面如马路、广场、草坪反复喷
洒消毒剂、雨雪天气对室外消毒、用戊二醛对室
外进行擦拭或喷雾进行空气消毒、人工湖、水塘
投放消毒粉、在室内有人的情况下进行室内消
毒、使用高浓度的含氯消毒剂（高于 1000mg/
L)进行预防性消毒，
这些都是错误的消毒做法。
对于家庭如何正确消毒，中国疾控中心建
议，通常居家做好日常清洁，无需消毒；对于有
疑似或确诊病人的家庭，必须在家短期滞留时，
每天需对居家场所进行清洁和消毒；当疑似或
确诊病人就医后，对居家场所进行终末消毒。

季节提醒

家庭消毒时要合理安全使用消毒剂，手消
毒选用醇类或季铵盐类；表面擦拭消毒如门把
手、扶手可直接用消毒湿巾，或选择含氯消毒
剂、季铵盐类消毒剂等。要选择合法有效的化
学消毒产品，配制时，做好个人防护；居家使用
酒精时注意防火和爆炸风险。
钥匙、手机等个人小件物品外表面可采用
棉球蘸取医用酒精擦拭，或用消毒湿巾擦拭。
注意擦拭手机等电器产品时，需要关机并等待
仪器完全冷却，避免静电等导致起火或爆炸。
对餐饮具的消毒，推荐开水煮沸 10 分钟。
疫情期间，去医院看病、探视病人，或与疑
似病例密切接触后，要对外套进行消毒处理。
优先选用煮沸法物理消毒，对于不能耐受高温
的布料，可使用含氯消毒剂浸泡。

健康速递

泰心医院建立减重门诊
为更好地做好心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和二
级预防，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针对超重和肥
胖的患者建立多学科合作机制，开设了滨海新
区首家减重门诊。该门诊由内分泌科、营养科、
康复科、心理、心血管病多学科医生联合诊疗，
对肥胖患者全面评估后，给予减重指导，帮助患
者实现健康减重、科学减肥，
降低心血管疾病发

为满足市民节日就医需求，春节期间全市各大医院
均 24 小时开设急诊。市第二儿童医院全年无假日门诊，
春节期间照常开诊。部分医院节日门诊时间安排如下：
医大总医院 2 月 11日（除夕）正常门诊，
12 日（正月初
一）至14日（初三）门诊停诊，
15日（初四）起恢复正常门诊。
中医一附院 2 月 12 日至 14 日两院区门诊停诊，2
月 11 日、16 日、17 日两院区上午半日门诊。
医大二院 2 月 12 日至 14 日上午半日门诊，2 月 11
日、15 日至 17 日部分科室全天出诊，以当日实际出诊情
况为准，2 月 18 日开始门诊恢复正常。
市人民医院 2 月 11 日至 14 日上午半天门诊，2 月
15 日起恢复全天门诊。
市第一中心医院 2 月 11 日、13 日上午半日门诊，12
日、14 日门诊停诊。2 月 15 日起恢复正常门诊。
市 第 三 中 心 医 院 2 月 11 日 至 17 日 门 诊 照 常 开
诊。门诊医生排班有所调整，详细内容可关注医院微
信公众号，在“挂号服务”中查看医生出诊情况并进行
预约挂号。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 2 月 11 日至 13 日门
诊仅开展急诊诊疗项目，仅限现场挂号。如有其他疑
问，可拨打门诊办公室电话 022-84112106 咨询。
市第四中心医院 2 月 11 日至 17 日，门诊内、外、妇、
儿、眼、皮肤、耳鼻喉、口腔科全天开诊，
部分专家出诊，详
情可以查询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掌上医院”
微信公众号
或拨打电话 26249292 咨询。
天津医院 2 月 11 日至 17 日和平院区暂停门诊，河
西院区暂停专家门诊。2 月 11 日至 14 日河西院区普通
门诊上午半日门诊。2 月 15 日起普通门诊恢复全日门
诊，18 日恢复正常门诊。
市南开医院 2 月 11 日至 13 日上午半日门诊，2 月 14
日后部分科室恢复全日门诊，具体出诊情况可以查询
“天
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南开医院”
微信公众号。
市胸科医院 2 月 11 日至 17 日上午半日门诊，心内
科、呼吸科、内分泌科安排部分专家主任应诊。
市环湖医院 2 月 11 日至 13 日普通门诊半天开放，2
月 14 日起门诊恢复正常，具体科室及医师出诊详情可致
电 24 小时服务热线 4008027885。
市肿瘤医院 2 月 11 日、13 日、14 日门诊停诊，2 月 12
日和 15 日上午半天门诊，分别由周五和周一上午出诊医
师应诊，2 月 16 日起恢复正常门诊。
市口腔医院 2 月 12 日至 14 日停诊，其间口腔急诊
科、儿童口腔病、牙体牙髓病、口腔外科门诊正常应诊，口
腔黏膜病科 13 日上午半日门诊。2 月 15 日后正常开诊。
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2 月 11 日至 13 日上午半天门
诊，2 月 14 日至 17 日全天门诊。乳腺科 2 月 11 日至 14
日停诊，2 月 15 日至 17 日全天门诊；2 月 24 日至 26 日期
间，新生儿科在一楼一诊区、产科和内分泌科在一楼三
诊区、妇科、妇瘤科、阴道镜科在二楼二诊区就诊，计划
生育科在二楼出诊，心电图、送标本、注射在二楼二诊
区。高级诊区、一楼四诊区停诊。生殖医学中心 2 月 11
日至 17 日停诊。
市眼科医院 2 月 11 日至 15 日闭诊，
2 月 16 日恢复应
诊。视光中心甘肃路分中心2月11日至15日闭诊，
其他各
连锁分中心2月11日至13日放假，
2月14日起正常开诊。
医大眼科医院 2 月 11 日至 14 日门诊停诊，2 月 15
日起恢复正常门诊。
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2 月 11 日下午和 12 日全
天门诊停诊，2 月 13 日后门诊全天应诊。
泰达心血管医院 2 月11日至17日门诊和互联网门诊
均有医生值班，
实际出诊安排以当天出诊医生为准。2月10
日下午门诊只有网络开药，
门诊普通号和取药号均停诊。

孩子健康过大年

居家使用酒精注意防火和爆炸风险

草、茵陈各 10—20g，清水稍微洗，煮水代茶，
频频饮用。
气虚体质推荐餐前养生粥健脾利水黄芪
粥或者补气鹅胸肉粥。气虚体质的糖尿病患
者常有疲乏无力、动则气短、爱出虚汗、时不
时心慌、大便不成形、舌淡苔白。适宜选用具
有补气功效的食材或药材，比如黄芪、白术、
人参、
党参、
太子参、
山药、
葛根、
莲子、
牛肉等。
制作健脾利水黄芪粥时黄芪 30g 加水煮 20
分钟去渣取汁，再加入薏米、糯米、赤小豆
30g 煮 30 分钟后可得，如果伴有经常腹胀、
嗝气、消化不良，可以加入炒鸡内金末 9g 帮
助脾胃运化。补气鹅肉粥可以放些百合，加
入嫩姜丝、葱碎、白胡椒调味即可。
阴虚体质推荐苦瓜炒肉配杞果葛粉粥或
银耳汤。阴虚体质的糖尿病患者可见口干咽
痛，自觉手足心发热，
盗汗，腰酸背痛，
梦遗滑
精,大便干燥，小便短赤或黄。舌红偏干，苔
少等。这类患者比较适合一些滋阴的药物，
比如枸杞子、知母、葛根、生山药、银耳、黑木
耳、蘑菇、金针菇、草菇、蹄筋等。
阳虚体质推荐核桃枸杞炒韭菜或者韭菜
炒蚕蛹。偏阳虚体质的糖尿病患者常见手足怕
冷，
喜热饮，
腰酸腿软，
阳痿早泄，
小腹冷痛，
小便
不利或夜尿多。舌质淡苔白等。适宜选用一些
具有补阳作用的药物或食材，
比如红参、
鹿茸、
杜
仲、
虫草、
桂皮、
羊肉、
胡桃肉、
海马、
茴香、
韭菜、
黑豆、
黑米、
栗子、
黑芝麻等。
陆静 雷春香

生的几率。据了解，肥胖症是心血管疾病的危
险因素。根据 2020 基层心血管病综合管理实
践指南，超重和肥胖患者冠心病的发生风险将
分别增加 13%和 39%。体质指数（BMI）每增
加一个单位，冠心病发病风险增加 3%至 5%，
减重至正常水平的肥胖患者急性心肌梗死发生
风险可减少 34%。

食睡动洁防 家长多注意
春节是小朋友们最盼望的节
日了，穿新衣、吃大餐都是令孩
子们兴奋的事情，我市第四中
心医院儿科郭东梅医生提醒家长，
春节期间一定要从食、
睡、
动、
洁、
防疫等方面多加注意，
保证孩子健康过大年。
食 春节期间，家庭聚餐有很多大鱼大肉，油腻的食
物比较多，孩子容易吃多，
导致腹胀、积食，因此家长一定
要注意保证孩子的饮食均衡，荤素搭配得当。不要暴饮
暴食，不要给小宝宝喂食花生、坚果、果冻等食物，以免引
起呛咳。虾、蟹等海鲜易诱发过敏，家长也要格外注意。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作一顿健康营养的晚餐，告诉孩
子要均衡饮食，不要挑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油炸食
品，不吃生冷食物等等，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同时也能
让孩子体会到家长的艰辛付出，学会尊重和感恩，为孩子
留下幸福美好的回忆。
睡 春节期间容易打乱生物钟，
家长要帮助孩子保持正
常的作息和原本的生活规律，
最好能保证孩子有午睡时间。
动 家长们可以趁着年前大扫除的机会，
和孩子一起打
扫房间、
清洗被褥、
整理衣物、
消毒玩具、
教孩子做好个人卫
生等等，
既可以降低呼吸道患病几率，
还有助于减少室内过
敏原，
减轻孩子的过敏症状，
全家人干干净净迎接新年。
洁 家长要督促孩子做好口腔的清洁，早晚刷牙。尤
其是在吃完糖后，最好让孩子漱漱口。
防 在防疫方面，春节期间家长要带领孩子一起做好
个人防护，不聚集、勤洗手、戴口罩、常通风，养成良好的
个人卫生习惯，疫情防控不放松。
吴芳 何晓敏 杨蕊

育儿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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