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11日已经入伏，进入一年中最
炎热潮湿的时节。今年一共有四伏，伏天
人体散热受到影响，抵抗力明显下降，极易
引发多种疾病。按照以往经验，入伏后，各
大医院会进入一个就诊高峰，感冒、消化道
疾病、心脑血管病患者会有较多增长。
专家提醒市民，入伏以后接近和超过

人体温度的闷热天气日益增多，持续的高
温、高湿天气会使人体免疫力下降，很多
体质偏弱的儿童、老人或有基础疾病的人
会因天气导致呼吸、心脑血管、胃肠道等
系统的疾病急性发作。专家建议有基础
疾病的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
“三高”人群伏天要坚持服药，适当减少室
外活动时间和频次，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尽量不外出，室外工作的人要注意避免中
暑，外出时携带人丹、藿香正气等防暑药
物。另外，室内定时开窗通风，空调温度
最好不要低于26℃，室内外温度差以5℃
为宜，空调出风口要定期清洗，以免细菌、
病毒附着，增加感冒可能性。

统计显示，以往三伏天各医院门急
诊病人中，心脑血管病人占了相当比例，
特别是一些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和
心脏病病史的老人就诊率较高，其中不
乏突发脑梗、心梗的患者。发热门诊中
热伤风患者、肠道门诊的腹泻患者也都
会有较多增加。
我市第一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卢成

志说，一般建议气温上升至32℃以上时，
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老年人
就应当积极预防冠心病、脑中风。这是因
为高温易导致血压波动、情绪紧张、血黏
度上升、睡眠不好，这是冠心病、脑中风的
四个重要诱发因素。当气温在32℃以上
时，人的体温调节主要靠汗液的蒸发达到
散热目的，而老年人本身体内水分就较
少，更容易缺水。身体一旦缺水，会因血
容量不足和血黏度增高使血流减慢，促进
血栓形成导致冠心病发作或脑中风。另
外，炎热的天气频繁出入空调房间也会使
心脑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有动脉硬化者
就易出现心脏、脑部血液循环障碍，这些

因素都会诱发或加重冠心病和脑中风。他
建议老人和“三高”人群伏天预防心脑血管
病最重要的是饮水充足，做到“不渴时也常
喝水”，最好是喝白开水。每天饮水量应不
少于 2500 毫升，24 小时的尿量保持在
2000 毫升以上。日常要保持大便通畅，养
成每日定时排便的习惯。有基础病的患者
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当调整药物。

入伏后，年轻人被空调冻感冒引发热伤
风的情况会增加。通常他们的主要症状是
疲倦乏力、皮肤干燥、头痛、咽喉疼、胃肠不
适等，严重的有高烧、腹泻等。此外，入伏后
儿科感冒患儿也会明显增多，孩子患病主要
是家里冷气开得太足，孩子体温调节能力
差，导致咽痛、高热等感冒症状。

肠道门诊也是三伏天各医院最为忙碌
的科室，患者常常比平时增加一倍以上。急
性胃肠炎、细菌性痢疾、功能性腹泻等病人
都会增多。食物保存不当、外卖食物不卫
生、烧烤海鲜排档，都是感染性腹泻增加的
原因；空调应用不当则是功能性腹泻患者增
多的重要因素。

“别贪凉是伏天少生病最重要的环节。”
我市中医一附院肾病科医生邢海涛和赵岩
茹医生表示。首先是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
空调温度应在26℃左右适宜，室内外温差不
宜超过5℃。建议空调房间每隔2到3小时

要开窗通风。最好不要整夜开空调入睡，如
果一定要开，要将风速调至低档，不要直接
吹人，可以将空调调至除湿状态。出租车司
机和长途驾车者，使用空调时要注意以下几
个方面：近期对汽车空调系统进行杀菌除臭
处理；首先，车内开着空调时，不要在车内吸
烟；车内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一般车厢
内外温差在10℃以内为宜。行驶期间，应每
隔1小时左右适当打开车窗，让车内外空气
流通。到达目的地之前几分钟就要关掉空
调开启自然风，以减少与外界的温差。

其次，室外高温作业后不宜立即冲凉，
这样会使全身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
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
大脑供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建议避免
10点至15点高温时段外出。如果一定要外
出，应采取防晒措施如穿浅色衣服、涂防晒
霜、打伞遮阳等。

第三，不要大量吃冷饮冷食。伏天冰啤
酒、冰镇果汁、冰镇水果等各种消暑食品令
人们应接不暇，大量饮用冰镇饮料会使胃肠
道的温度急速下降，血流量减少，从而造成
生理功能失调，并影响消化功能，严重时甚
至会引发痉挛性腹痛和腹泻，长时间饮用会
损伤胃肠道功能，造成腹胀、腹痛、嗳气、呃
逆等消化道症状。
“夏季吃坏肚子是医院急诊最常收治

的疾病。”市南开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崔莉红
说。她提醒市民，入夏“胃肠怕怪”即食物
口感稍觉不对就应立即弃食。天气炎热，
病菌繁殖速度远超其他季节，再加上盛夏
时节人体机能有所下降，病菌易感性也会

随之增强，此时一旦吃了稍有变质的东西，
很容易引发食物中毒、急性胃肠炎等问
题。夏天食物一定要保证新鲜，剩菜剩饭
从冰箱取出时应充分加热杀灭病菌再食
用，而且最好只隔一夜，千万别吃剩了好几
天的饭菜。

中医认为，养生应顺应时节，夏天该热
就热，该出汗就出汗。三伏天应顺着季节
规律，用“热养法”以热制热帮助人们健康
度夏。比如多喝热茶能促进汗腺分泌，更
能解暑。需要注意的是，温度不应超过
60℃。吃点热食。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
姜，不用医生开处方”。生姜有助于温中散
寒，此外，肉桂、茴香等温性调味料，夏季可
稍微多放一点。羊肉、牛肉等热性的肉类，
也可以温阳散寒，尤其适合夏季手脚冰凉、
气血不足的人食用。有牙痛、上火、发烧等
症状，或者体质偏热的人应忌食。洗热水
澡。热水洗澡会使身体的毛细血管扩张，
有利于排热。水温一般控制在30℃左右为
宜，也可以用热毛巾擦脸擦身，帮助身体
排汗降温，使皮肤透气。热水泡脚。泡脚
时适宜水温为42℃，以温暖舒适为宜。也
可以做做艾灸。“三伏天”施灸会收到事半
功倍的养生效果。施灸时适量出汗，体内
的暑热也随之排出，身体会感到无比清
爽。另外，可以适当运动加强热适应，提高
人体调节体温的功能，防止中暑。可以选择
慢跑、太极、健步走、游泳等不太剧烈的运
动方式。建议早上或傍晚运动，避免大汗淋
漓伤气血。
“盛夏防病养生还要积极预防中暑，很

多中成药和药食同源的植物都可以起到消
暑解毒的作用。”我市中医一附院推拿科医
生萧玮泽说。萧玮泽给大家介绍了几种常
用的预防和治疗先兆和轻度中暑的中成药，
家中常备也可外出随身携带，如六一散、藿
香正气水、清暑益气丸等。此外，以下几味
中药也有清暑解毒的功效，可以用来泡水饮
用。薄荷用于风热感冒、头痛、肝郁气滞
等。冲泡方法：取5至10克薄荷，放入温水
中即可饮用，不宜浸泡时间过长。金银花可
用于治疗肿痛、丹毒、感冒、温热发病等。冲
泡方法：取3至5克金银花，放入90℃左右
热水中，盖上盖子3分钟，待口温适宜时即
可饮用。菊花用于治疗风热感冒、温病初
起，肝阳上扰的眩晕，目赤昏花等症。冲泡
方法：取3至5克干菊花，放入95℃左右热
水中，浸泡5分钟左右，待口温适宜时即可
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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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最好不低于26℃ 常泡脚喝热茶洗热水澡

伏天高温湿热 养生最忌贪凉
健康视点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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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讲堂

紫苏柠檬汁可消暑散寒

推动肿瘤防控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国内6家医院在津签署协同研究网络协议

紫苏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茎呈正方形，叶的正面是绿色，背面是
紫色，气味芳香。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关节软伤科主治医
师陈会滨说，紫苏全身是宝，有诸多药用价值，但因其味甘、辛，性微
温，气虚、阴虚及温热病患者应该谨慎服用，以免加重病情。

紫苏叶、梗、种子都是常用的中药，被誉为“平民良药”。《本草纲
目》里描述紫苏“其味辛，入气分，其色紫，入血分”。现代《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中记载：“紫苏叶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用于风寒感
冒，咳嗽呕恶，妊娠呕吐，解鱼蟹中毒；紫苏梗理气宽中，止痛，安
胎。用于胸膈痞闷，胃脘疼痛，嗳气呕吐，胎动不安；紫苏子降气化
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用于痰壅气逆，咳嗽气喘和肠燥便秘。”

陈会滨说，盛夏时节，暑湿为盛，就容易出现伤风感冒、脾胃
寒凉、消化功能减弱等病症。他向市民推荐了颜值及口感俱佳的
消暑神仙水——紫苏柠檬汁。

具体用料及制作步骤：紫苏将叶子摘下,洗干净，放入锅内
加水，水的使用量没过紫苏叶即可。加热至沸腾，可以看到紫苏
上的紫色几乎全部煮到水中，待叶子变成绿色时，将紫苏叶捞
出。剩下的紫色汁水过滤掉渣子后再倒回锅内，同时加一大匙
柠檬汁，锅内汁水的颜色会马上由紫色变为绛红色，这是紫苏叶
中的花青素与柠檬中的酸性物质结合产生的化学反应。加入适
量蜂蜜，小火将紫苏汁水煮稠后，晾凉装入干净的容器内冰箱保
存。煮好的紫苏汁味道浓郁，饮用时可以取出兑水稀释，喝的时
候，加上冰块，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蜂蜜或柠檬汁调节口
味，味道清凉可口，还有紫苏特有的香气。 苏玉珂 唐景潇

近日，国家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建设推进会在我市召开。会上，国家
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与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浙江省人民
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陕西省肿
瘤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等6家单位签
署了协同研究网络协议。今后，各协议
医院将通过资源整合、临床病例数据和
样本资源共享，开展大规模、多中心的肿
瘤病因分析、发病机制探索、精准医学研

究等临床和转化医学研究，推动我国肿瘤
防控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带动我国肿瘤防
治整体水平的提升。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是经科技部、国
家卫生计生委等部委批准的国内两个国家恶
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之一。中国工程院
院士、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郝希山任中心
主任。中心自成立以来，建设和完善了符合
国际标准的肿瘤生物样本库、分子诊断和生
物信息平台及临床研究评价平台，先后开展

了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基因组
学和蛋白组学等高新技术研究百余项，为探
讨新的肿瘤分类、诊断和预后标准，开发肿瘤
早期检测的实验技术、转化医学和个体化医
学构建了信息平台，并相继在北京大学深圳
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西省肿
瘤医院建设分中心，开展临床及转化研究，探
索肿瘤防治新模式、新技术和新方法。目前，
国家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已在全国形
成由3家分中心、30余家区域中心以及百余
家网络成员构成的协同研究网络格局，在完
善临床诊疗规范、定期开展进修培训和学术
交流的基础上，还搭建了肿瘤健康医疗大数
据、肿瘤样本资源库、肿瘤分子诊断等临床研
究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资源共享，促进了肿
瘤防治新技术、新方法的转化。 朱芸

朱宪彝纪念医院成为
扫描式葡萄糖监测示范中心
天津医科大学朱宪彝纪念医院日前通过评

审，成为全国首批扫描式葡萄糖监测示范中心，
同期通过评审的还有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国内14家医
院。据介绍，扫描式动态葡萄糖监测是目前一项
全天候血糖监测的突破性技术，它是把探针无痛
式植入患者上臂，通过传感器将患者14天内任
一时段的血糖值传到院内的扫描检测仪，医生可
以精细了解患者的血糖变化趋势，制定个性化的
血糖管理方案，降低糖尿病并发症风险。

中风心梗热伤风腹泻高发
“三高”人群预防疾病突发

健康度夏少吃剩饭别贪凉
室内外温差不宜超过5℃

伏天“热养生”以热制热
常备小药薄荷金银花消暑解毒

门诊动态

三家医院开启“夜诊模式”
从昨天开始，我市中医药研究院

附院和我市眼科医院开启晚间门诊。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夜诊从

本月19日开诊。
据了解，中研院附院选派出包括皮肤科、肾病科等9个重点

科室的17名医学博士团队每周一至周五为患者诊疗，打造“昼
夜同款”的中医特色医疗服务。晚间门诊医生的出诊地点在该
院急诊区域，现场挂号时间为16:30至18:30。

市眼科医院晚间门诊8日下午4点进行了试运行开放。试运
行首日，晚间门诊共计接诊患者112人。昨天正式运营后，晚间门
诊就诊时间是周一至周五16:00至19：00，门诊预约途径是科瑞泰
Q医APP、健康天津APP，预约号源开放时间为每天16：30。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夜诊19日开诊，挂号时间
是每周一至周五17：00至19：30，就诊时间是17：30至20：00，
出诊地点在该院门诊2、4楼诊区。此外，该院血液净化中心增
设为三班次，充分解决尿毒症患者透析困难的问题。泌尿外科
还开设了全天候体外碎石中心。 雷春香 褚振海 张艺卓

医疗动态

吞下29根钢针险送命
多项技术齐上阵 4小时手术全取出

近日，我市第一中心医院胃肠外科
成功挽救了一位吞食29根钢针的残障
患者，同时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使患者

身心康复，顺利出院。
据介绍，患者是一位因眼疾几近失明的中年女性，入院前两

天，自行分次吞食多根不同型号长短不一的金属钢针，后辗转多
家医院来到一中心医院寻求救治，该院急诊科为她进行了腹部X
光检查，发现金属钢针散布胃底到乙状结肠消化道的广泛范围。
部分钢针已经穿通肝脏左叶、前胸壁剑突处移至消化道外，还有
部分钢针在十二指肠水平部聚集。医生随即将这位患者收住胃
肠外科，进一步治疗。当日恰逢一中心医院举办“医耀津门——
第一届综合外科多学科诊疗论坛”，借此机会，该院普通外科主
任张雅敏组织参会医疗单位外科专家针对取出异物的可行性、
手术方式进行了讨论。与会专家分享了曾经最多7根针型金属
异物的手术经验，而此病例吞针数量多，钢针游走范围广，取针
手术需要医疗单位具有完备的技术条件和丰富的手术经验。

经过病例讨论，该院胃肠外科主任杨涛综合全市专家讨论
意见，决定立即为该患者实施探查及异物取除手术。术前腹部
X线探查显示钢针没有自行排出，患者已出现发热、白细胞升高、
腹痛腰痛加剧症状，医生高度怀疑患者已经有消化道壁损伤甚至
穿孔的危急情况。完善手术方案及风险预案后，杨涛带领手术团
队为患者实施了手术，术中采用磁力探测、术中超声、X线摄影定
位等多种技术，历时4个多小时，终于取出吞食的各型钢针共计
29根，术后腹部X光检查钢针全部取出。 魏国新 汤月欣

市民在我市公安医院接受“三伏贴”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