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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长更美好——青少年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教
育活动（天津体验活动）在肯德基天津乐园道餐厅举办。该活动
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教育中心联合相关机构主办、食
安在线承办，百胜中国及旗下肯德基品牌作为公益协办单位。
近20位来自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的同学变身食安小记者，现
场采访了天津市营养学会秘书长、天津中医一附院营养科主任
医师李艳玲。

李艳玲依托图文并茂的知识展板对孩子们的问题进行了解
答。她表示，青少年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期，合理膳食、吃动
平衡非常重要。青少年饮食必须保证能量充足，每天必须主食
占全天食物量的一半儿，粗粮要在主食中占一定比重。蛋、奶、
鸡、鸭、鱼、肉这类的优质蛋白必须保证，每天要吃一斤绿叶蔬
菜，一份儿水果。少油、少盐、少糖。鸡蛋和牛奶的氨基酸组成
和人体非常接近，所以每天吃一个鸡蛋、喝一定量牛奶对于青少
年成长非常有益。

关于如何长得高，李艳玲说，除了遗传因素和以上的建议，
要多吃富含钙磷镁的食品，比如豆类、牛奶和坚果可以帮助长
高。在阳光下进行户外体育运动，特别是跳跃性运动也可以帮
助长高。

现在不少小朋友有饮食偏好，俗话说的是挑食儿，只爱吃肉，
不爱吃绿叶蔬菜，不爱吃粗粮，这些饮食习惯可能是在孩子添加
辅食的时候加错了或者顺序错了。对于挑食的小朋友，需要家长
每天按照中国居民膳食宝塔来准备一日三餐，帮助小朋友慢慢形
成正确的膳食均衡的饮食习惯。另外提醒小朋友，除了一日三
餐，可以适当地吃些零食，零食只限坚果、水果和黑巧克力。

孩子们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学习营养健康知识，提升食品
安全鉴别能力，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收获均衡膳食、吃动平衡的
健康生活理念。

据悉，该活动自2016年开始举办，截至去年底，累计已在全
国57个城市举办科普教育活动总计570余场，线下活动直接参与
人数累计超过35万人。

记者 张雯婧

金虎辞旧岁，玉兔贺新春。2023年春节
临近，新冠疫情在很多地区已经度过高峰，久
别的亲人即将团聚，远方的旅行即将出发。
面对各地此起彼伏的新冠疫情，回家和远游
都要做些什么准备？“阳过”了，走亲访友、亲朋
聚会、游山玩水是否仍需防护？我市医学专
家对此表示，冬季是流感等多种呼吸道疾病
高发季节，新冠病毒感染只是其中一种，因此
返乡回家、长途旅行还应保持戴口罩、勤洗手
等必要的防护措施。“阳过”的人要注意节日
期间的健康管理，做到起居饮食规律、劳逸结
合，以促进身体康复。“未阳”的人也无需过度
紧张，但需要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少去人员
密集的地方。老年人无论是否感染过新冠病
毒，春节期间都应尽量保持日常生活规律，按
时按量服药，避免熬夜、情绪过于激动。

返乡旅游途中防感染防传播

新冠急性期不建议长途旅行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边波主
任医师说，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新冠病毒流行
高峰，人们还不能对病毒彻底放松。春节期
间无论是居家过节、返乡回家还是长途旅行，
都要防感染，控制疾病继续传播。

首先，无论居家还是外出，要做好防护
物资的准备，包括口罩、手消、干湿消毒纸
巾、抗原检测试剂、常规药物等；要注意个人
卫生，尤其是随时保持手卫生，避免接触公
共的物品。不要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的
时候，要注意相应的咳嗽礼仪，要用纸帕或
者肘部遮挡。

其次，确定处于新冠急性感染期，有发热
症状，不建议长途旅行、探亲访友、长距离徒
步或登山，以免劳累加重病情，或者传染给仍
未感染的人，更要避免将病毒传播到较为偏
远、新冠病毒感染者很少的地区。临近春节，
出现发热、干咳、咽痛、乏力等症状要及时做
好健康监测或者抗原检测，在没有排除风险
之前要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同时也不前
往人群聚集的场所。

第三，返乡和出游前，最好能了解目的
地疫情，要避免前往正处于新冠感染高峰的
地区。如果必须去，即使“阳过”也要做好防

护。出行前要做好规划，旅途中备足口罩、
手消、干湿消毒纸巾等防护物资，尽量缩短
在候车室等人群聚集场所的时间。在飞机、
火车密闭空间内，要全程戴好口罩。

第四，返乡回到家要加强自我健康监
测，密切关注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状况。如
果出现新冠感染症状要尽量避免接触家里
的老人或者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员，接触的时
候要进行个人防护。春节期间，探亲访友要
做好个人防护，也要佩戴口罩，减少聚餐、聚
会的次数，聚餐、聚会的时候要减少人数和
时间。同时，建议使用公筷、公勺等；结束就
餐的时候，要及时佩戴好口罩。

老年人过节控制好基础病

“高糖冠脑”切勿正月不吃药

“老年人盼来了久未归家的孩子，既往安
静规律的作息就被打乱了，兴奋、失眠、紧张、
烦恼、劳累、饮食不规律都很可能导致老年人
慢性基础病出现波动，这对于刚刚‘阳康’的老
人非常危险。”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心内科
袁如玉主任医师说。边波也表示，过年过节是
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高
糖冠脑）等慢病管理的关键时间点。高热量摄
入、吸烟饮酒、熬夜、情绪激动，都是“高糖冠
脑”失控的最重要原因。亲人相见，高兴之余，
一定要节制，一定要做好监测。一些老人可能
已经有1至2年没有见到孩子和亲人了，激动

可以理解，但要避免过激，尤其要监测好老人
血压。
“高血压是老年人发病率最高的心血管

疾病，同时又是重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过
节期间，老年人出现血压波动最为常见，也极
易引发心脑血管事件危及老人生命。处于新
冠康复期的老年人过节期间尤其要提高警
惕。”袁如玉说。

袁如玉解释说，老年人感染新冠病毒后，
血压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其中血压升高可能
有以下原因：感染性疾病急性期应激反应；发
烧、周身疼痛、失眠；出于对疾病的恐惧、紧
张、焦虑等情绪因素；或对亲人的照顾劳累和
担忧；连续多日服用解热镇痛药、复方感冒
药、含有麻黄、甘草等成分的中成药，甚至使
用激素类药物；漏服降压药。血压太低一般
有如下原因：高热消耗，或食欲减退饮食量减
少，尤其是钠摄入不足；出汗多；有些伴呕吐、
腹泻等体液丢失。严重时出现重症心衰、呼
衰影响血压。

袁如玉建议老年高血压患者“阳康”后，
节日期间保持血压稳定应做到以下几点：作
息要定时、活动要规律、睡眠要充足、三餐要
节制、服药要按时、劳逸要结合、测压要定
时。一旦发现血压变化较大，则应及时纠正
伴随状况或调整降压药物，否则容易出现头
晕、晕厥、甚至发生脑卒中。

她特别提醒老年人切勿盲信正月不吃
药，高血压等慢性病千万不能停药。高血压
病人服药以后血压正常，是药物在把血压控

制住了，停药以后血压肯定会反弹。所以，高血
压病人需要长期药物治疗，而且要规律服药、天
天服药，并规律监测血压，只有这样才能良好地
控制血压。血压持续控制良好，对于减少远期
的并发症是非常有帮助的。

“阳康”年轻人做好健康管理

春节胃肠保养加快新冠康复

“感染新冠后的康复是一个长期过程，有些
人需要一到两个月才能恢复以往的健康状态。
过节期间做好健康管理对年轻人的新冠康复非
常重要。”边波说。他建议康复期的年轻人节日
期间要尽量做到起居有常、睡眠充足，尽量避免
熬夜。康复期可以做比较缓和的运动，不可剧
烈运动，控制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气候寒冷
应注意防风保暖、不可受寒。每天两到三次开
窗通风，每次半小时左右。
“近期感染新冠的很多患者都有明显的消

化道症状，包括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疼腹泻
等，‘阳康’后的春节要格外注意胃肠保养，确保
充足营养供给促进身体康复。”天津医科大学第
二医院消化内科闻淑军主任医师说，“首先饮食
应有规律。包括用餐时间规律，一日三餐按时
服用，不能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打乱了胃
肠道节律，影响消化吸收功能；食物种类规律，
做到营养均衡。春节期间在家休息，消耗能量
少，应多吃些蔬菜水果和易消化食物，不要过于
油腻，同时不能大量饮酒，避免浓茶、咖啡、辛辣
食物等。其次要注意饮食卫生。蔬菜、水果清
洗干净；一定将食物烹调至熟透后再食用；注意
食品保质期；聚餐别忘记使用公勺公筷，避免幽
门螺旋杆菌感染。”

他还提醒患有消化道基础疾病的“阳康”人
群，过节期间要更加关注身体变化。既往有消
化性溃疡患者，应关注大便颜色，若出现呕咖啡
样物或大便发黑或突发腹痛，有出血或穿孔发
生的可能，要立即就诊；既往有胆石症的病人，
较一般人更易诱发急性胰腺炎甚至危及生命，
应避免饮酒、暴饮暴食、进食大量油腻食物等；
有慢性肝病，尤其是肝硬化的病人，更应注意清
淡无渣饮食，禁酒，避免进食大量含蛋白质食
物，注意休息，以免引起消化道出血，甚至肝昏
迷等并发症。

此外，每年春节，医院急诊都会接诊一些胃
石症患者。这是因为春节期间，很多居民进食
多，活动少，习惯进食山楂助消化或者吃较多柿
子、黑枣等应季食品，这些食品中含有鞣质，在胃
酸的作用下，与蛋白质形成不溶于水的鞣质蛋
白，鞣质蛋白与胃内的食物黏在一起就形成了胃
石，尤其是空腹食用时更易形成胃石，造成胃内
溃疡出血、穿孔以及肠梗阻等情况，应特别关注。

为确保市民节日就医需
求，春节长假期间全市各大医
院均24小时开设急诊，专家提
醒市民，假期就诊，所有患者仍

要做好个人防护，在就医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部分医院
节日门诊时间安排如下，如有变化以当日安排为准：

医大总医院 22日（初一）门诊停诊，23日（初二）、24日
（初三）有普通门诊，21日（除夕）和25日（初四）至27日（初
六）正常门诊。春节期间互联网医院照常接诊。

医大二院 22日至24日门诊停诊，21日、25日至27日
正常门诊。

中医一附院 22日至24日两院区门诊停诊，21日(除
夕)、25日至27日两院区上午半日门诊。

中医二附院 21日至27日全天门诊。假期期间安排部
分主任、副主任、主治医师应诊。暂停门诊电话预约服务。
可通过金医宝App预约就诊。

市人民医院 21日至23日上午半天门诊，24日起恢复
全天门诊。节日期间具体出诊医师以当日门诊排班为准，
专家门诊网上预约挂号暂停，以现场挂号为准，普通门诊可
正常预约。

市第一中心医院 21日至23日上午半日门诊，24日至
27日门诊正常应诊。

市第三中心医院 21日至27日门、急诊照常开诊。门
诊医生排班有所调整，可关注医院微信公众号，在“预约挂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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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至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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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咨询。

市第四中心医院 21日至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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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间和平院区、专家门诊暂停。21日
至24日河西院区普通门诊上午半日门诊。25日至27日普
通门诊全日门诊，28日（周六）恢复正常门诊。各科节日期
间门诊安排可关注天津医院患者服务平台出诊信息。

市南开医院 21日至23日上午半日门诊，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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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中《天津市南开医院2023年春
节门诊出诊一览表》。

市胸科医院 21日至27日上午半日门诊，28日、29日全
天门诊。春节期间，心内科、呼吸科、内分泌科、胸外科安排部
分主任应诊，部分科室安排普通门诊。心内科取药门诊、门诊
核酸采样照常。春节期间暂停门诊电话预约服务，可通过津
医保App、健康天津App、胸科医院公众号等途径预约就诊。

市环湖医院 21日至24日普通门诊半天开放；25日至29
日普通门诊全天开放。具体科室及医师出诊详情，可致电24
小时服务热线4008027885。

市口腔医院 22日至24日和平本部正常应诊，应诊科室为
儿童口腔科、牙体牙髓病科、牙周病科、口腔外科门诊、口腔综合
便民门诊。其中，口腔黏膜病科应诊时间为 23日和24日。21
日、25日至27日，除心电监护门诊及住院相关科室门诊外，和平
本部、第一门诊部（河西）、第二门诊部（南开）均正常应诊。

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新生儿科、产科、妇科、内分泌科、计
划生育科、中医科、乳腺科、心电图室、注射室、阴道镜室21日
至23日上午门诊，24日至27日全天门诊；妇瘤科21日至23
日上午门诊，24日、25日、27日全天门诊，26日上午门诊；计划
生育手术室24日和26日上午应诊；产前诊断科21日、24日和
27日上午门诊；宫颈炎科21日上午门诊，25日至27日全天门
诊；阴道感染科22日上午门诊，24日至26日全天门诊；门诊
手术室24日和26日上午应诊。

医大朱宪彝纪念医院 春节假日期间门诊照常应诊，部分
专家和科别停诊，具体见医院官网、公众号通知，以当日挂号
为准。市民可以院内自助机现场预约挂号，也可以通过科瑞
泰Q医App、健康天津App预约。复诊预约方式为本次就诊
时，医生为患者预约下次就诊时间。

市眼科医院 眼科门诊、视光中心21日至23闭诊，24日
恢复接诊。门诊咨询电话022-27313336，配镜咨询电话022-
27238395。预约挂号方式为健康天津App、天津市眼科医院
公众号、科瑞泰Q医App；客服电话：4009009120。

医大眼科医院 21日至24日门诊停诊，25日至27日综合
眼科应诊。赵少贞、李筱荣、张晓敏分别在23日、25日、26日
上午出特需专家门诊。

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21日上午半天门诊，22日、24
日全天停诊，23日、25日至27日门诊正常开诊。

泰达心血管医院 21日至27日门诊有值班医生，互联网
门诊正常日诊和夜诊。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肺康复
门诊日前开诊。肺康复门诊主要
针对近期新冠感染患者出现的咽

喉痛、咳嗽咳痰、肌肉酸痛、大汗和胃肠道不适，采取规
范有效的康复手段，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并在治疗师指
导下，循序渐进恢复锻炼活动，尽早实现康复。

据该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万春晓介绍，本次新冠病
毒感染后，患者症状复杂多样，如沉默性低氧、呼吸急
促、大汗、心慌、乏力、咽喉肿痛、咳嗽、腹部不适、失眠
等症状，甚至康复后症状依然持续，给患者的生活和工
作造成困扰。此次康复科特别设立肺康复门诊，对肺
炎患者除药物治疗外，还采用特定物理因子及呼吸康
复手段等帮助患者缓解症状。这些康复治疗手段适合
于各年龄段不同患者群体。

如咳嗽、咽部不适可以采用激光、超短波等治疗，
改善咽部局部炎症，加快血液循环，并产生镇痛和促进
局部组织修复；肌肉酸痛可以采用磁振热、电脑中频等
理疗可产生镇痛、缓解肌肉酸痛症状，调节自主神经功
能；冲击波治疗可改善局部软组织状态，有效缓解症
状；憋喘、肺功能减退可以通过体位训练、胸廓放松训
练、呼吸体操训练来帮助患者做呼吸功能训练，增加肺
容量，改善通气，提高氧合。

目前，为方便患者治疗，肺康复门诊在医院急诊和
门诊均设立康复治疗室。急诊康复患者可以在该院科
研楼进行简捷肺部康复，改善症状；门诊康复治疗室主
要为居家治疗的肺炎患者提供康复治疗，帮助患者加
快恢复。 通讯员 王俊苏 吴玥宛

小王是一名装修工
人，平时工作时常常要
用角磨机打磨铁质物
品，溅起的铁屑经常崩

到眼睛里，有时会打到黑眼球伤到眼角膜，反复的眼球
异物让他的角膜伤痕累累，他也因此成为了市第三中
心医院眼科取异物的“常客”。

据该院眼科医生徐文君介绍，小王认为眼睛进点
小渣子没什么大不了。直到有一天，铁质异物正好溅
到了角膜中央区，异物虽然取出来了，角膜中央却留下
了永久瘢痕。他之前的角膜异物因为在角膜周边部
位，对视力影响不大，但这次瘢痕处于视觉中央光轴
上，不仅影响视力还引起了眼睛畏光。

徐文君解释说，黑眼球就是医学上说的角膜，异物
附着在角膜表面或是嵌入角膜内称为角膜异物。临床
中常见的角膜异物是铁质金属异物，木质、瓷片、玻璃异
物也不少见。角膜异物发生后会产生眼红、眼磨痛、畏
光、流泪等刺激症状，患者应及时就医。但并不是每一
个人都对异物敏感，有人甚至眼睛红了很久才来看病，
却不知道眼睛进了异物。如果角膜异物位于周边远离
瞳孔的地方，而且取出之后没有发生感染，恢复后患者
可能并无不适；但如果不幸发生了角膜感染，甚至是毒
力很强的细菌感染，那么后果会比较严重，甚至产生角
膜溃疡、穿孔的悲剧。如果异物位于角膜中央，就会影
响视力。角膜中央瘢痕的治疗其实并不容易，早期可以
使用激素类的药物期望能减轻一点瘢痕的形成，如果要
把瘢痕去掉需要做激光角膜切削，甚至是角膜移植。徐
文君建议市民进行有异物溅起的工作，需要佩戴全封闭
的护目镜，切不可心存侥幸。

通讯员 陈颖

近期青少年饮食需注意什么，营养科主任医师李

艳玲给出建议——

合理膳食 吃动平衡

铁屑入眼引起畏光视力下降

角磨机作业要戴护目镜谨防异物伤眼

肝脏移植儿童处于免疫
抑制状态，近期发生新冠病
毒感染的几率相对较高。市

第一中心医院儿童器官移植科王凯主任医师建议肝移
植患儿家长重视新冠病毒感染的同时，不要过于恐
慌。一方面，儿童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发展为重症病例、
需呼吸支持的几率很低；另一方面，我市第一中心医院
儿童移植科专家将24小时在线，为移植患儿提供新冠
救治专业指导。

王凯说，肝移植儿童新冠病毒感染后通常不引起
移植肝的指标异常，也不会诱发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
移植物丢失率和受体死亡率非常低。除非发生重症肺
炎，对于发生新冠病毒感染的儿童肝移植受者，不建议
减少或停用免疫抑制剂。儿童新冠病毒感染具有以下
特点：几乎没有潜伏期，一般在感染后的24小时内发
病；感染的初期以发热为主，多数有＞38.5℃的高热表
现；热退以后，可能出现消化道症状，如呕吐、腹泻等。
目前的资料显示，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基本为上呼吸
道感染，很少达到肺部炎症的程度。肝移植患儿出现
发热、咳嗽、流涕等呼吸系统症状，首先要区别是新冠
病毒感染还是其他儿童呼吸系统感染。冬季本身就是
儿童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且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
的病原体种类很多，如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肺炎链
球菌、流感嗜血杆菌、肺炎支原体等，可以通过核酸检
测或抗原检测来测定。儿童新冠病毒感染的病程一般
是7至10天，当肝移植儿童出现高热、体温升高持续3
天以上未见消退时，家长应考虑送医治疗。精神萎靡、
嗜睡、拒食、面色苍白、手脚发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
持续腹泻、呕吐、尿量减少等也要及时送医。

王凯提醒肝移植患儿家长，阿莫西林、头孢菌素
等是抗菌素，对病毒感染无效，常规抗病毒药如奥司
他韦等，也对新冠病毒无效。同时，必须重视感冒
药、退热药物的肝肾功能损害，对于肝移植术后患者
而言尤为突出。服药时必须按说明书推荐用法使
用，重点关注药物的适用年龄、剂型、单次剂量、使用
频率，不推荐、不主张两种药物同时服用，避免在效
果欠佳时加倍服用。 通讯员 汤月欣

一中心儿童肝移植

专家24小时在线

为移植患儿提供新冠救治专业指导

就诊提醒

春节假期就诊指南

市眼科医院光明基金蓟州区慈善项目 18日启动，
该院视光中心蓟州分中心同期投入使用。据了解，此
次市眼科医院光明基金蓟州慈善项目包括向困难家庭

捐款捐物，为困难人群免费验光配镜200副并实施 100例
白内障公益手术等。此外，蓟州区中小学视力筛查也于
当天启动。

市眼科医院启动蓟州区慈善捐献项目

旅客在天津西站排队候车。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