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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胃肠道疾病是夏季
高发病，其实不然，冬季天气寒冷，也是消化
道疾病的多发季。

中医认为，进入冬季阳气受挫，人的脾胃
阳气受损，胃肠蠕动降低，吃的东西不能及时
排空，在胃中堵塞，出现胃痛、胃胀现象。

现代西医认为，冬季早晚温差较大，冷空
气活动频繁，气温骤然变冷，人体受到冷空气
刺激后，胃酸分泌大量增加，胃肠痉挛性收缩
排空延迟，血运减少等导致胃炎、消化性溃疡
发病和原有溃疡病复发。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冬季患上胃肠道
疾病的患者也不在少数，轻者出现胃痛和消
化不良，重者甚至可能出现呕吐、消化道出血
等情况。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盐湖区分院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王娜平说，冬季天气寒
冷，人的肠胃系统很容易出现功能失调的状
况，如果不注重饮食就易引发胃溃疡、胃痛等
等胃部疾病。冬天要避免胃“闹情绪”，做好
胃部保养工作很重要。

冬季胃也易受伤

前日，市民张女士出现胃疼、呕吐等症
状，以为是吃得不合适了就自行服用了些相
关药物，但症状不见好转，到医院检查确诊为
急性胃炎。原来，张女士觉得天气变冷就连
着吃了几次火锅，而且她还是无辣不欢，在辛
辣的刺激下胃受不了闹起“情绪”。

“入冬以来，因胃部不适、胃出血等疾病
而到消化内科就诊的患者增加不少。”王娜平
说，冬季天气寒冷，人们往往食欲较好，进食
量大增，使胃肠道的负担加重，一旦人体受到
寒冷刺激后，会导致胃酸分泌大量增加，同时
胃肠道发生痉挛性收缩，致使机体抵抗力降
低，加上不少人在冬季嗜食辛辣食品，这些都
会导致胃病新发或原有胃病复发。

王娜平介绍，受到寒冷空气的刺激后，人
体植物神经功能发生紊乱，使胃蠕动的正常
规律被扰乱，胃酸分泌失调，引起烧心、反酸、
胃痛、胃胀等胃功能失调性疾病。冷空气还
可以引起胃肠黏膜血管收缩，致使胃肠黏膜
缺血缺氧，营养供应减少，胃肠黏膜的防御屏
障被削弱，导致急慢性胃炎、溃疡病的发生或
复发。在冷空气侵袭下，身体为了御寒，血液
被重新分配，胃肠血液供应减少，胃肠功能有
所下降，就会表现出胃动力不足、胃寒，出现
腹痛、腹胀等不适症状，本身患有慢性胃病的
人，遇寒还会加重。王娜平还提醒，以下因素
也会引发胃部出现状况。

温差太大，胃部难以适应。冬季室内有
暖气后，与室外形成一定的温差，经常出入室
内外，就会引起肠胃不适。另外，长期处于温
暖干燥的室内，会导致肠道内水分不足，肠道
蠕动减慢，引起便秘等。

暴饮暴食，肠胃负担过大。一到冬天，人
们往往食欲大增，火锅、烤肉、炸鸡、啤酒、腌
制的咸鱼肉等高脂肪、高油、高盐、辛辣的食

物，一旦多吃，就容易引起胃肠病的发作或复
发。

流感季节，胃受到药物影响。冬季是流感
的高发季节，感冒人数增加，口服感冒药等非甾
体类抗炎药会在一定程度上损伤胃粘膜，引起
胃部不适。

饮食不规律，胃肠功能紊乱。冬季昼短夜
长，天气寒冷，人们容易晚起晚睡，作息不规
律。早饭不吃，晚上熬夜加夜宵，时间一长，胃
肠功能就会发生紊乱，引起不适。

缺乏运动，胃蠕动减慢。天气寒冷，人们户
外运动大大减少，往往吃过饭就坐躺。身体长
期得不到锻炼，胃肠蠕动就会减慢，从而影响消
化功能，造成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肠胃是人
体内最大的微生态环境，肠胃功能一旦失调，那
么各种疾病也会随之而来。研究表明，人体近
90%的疾病都与肠胃有关，因此，冬天更应该注
重胃肠道健康。

火锅驱寒，胃易受伤。爱吃偏辣火锅也是
冬季胃病高发的一个原因。在寒冷的冬日，和
几个朋友围在火锅边大快朵颐，感觉确实非常
惬意。可是，火锅在口味上又往往偏辣，会刺激
胃肠，导致胃部不适。

胃“闹情绪”的症状

在所有器官中，胃可以说是娇气的器官之
一，冬天的寒冷，也会让它变得更加敏感。除此
之外，年末逐渐增多的聚餐，更让胃“难上加
难”。

王娜平说，在冬季，胃不好的人出现以下表
现，就要及时养胃，不能大吃大喝了。

舌淡无味。脾开窍于口，如果脾受困，或其
他原因导致脾虚，都会引起患者口不知味，不思
饮食。

舌苔颜色变化。正常的舌头，舌体柔软，活

动自如，颜色淡红，有润泽，舌苔薄白。胃病初
期，舌苔黄，口有异味。时间久后，舌苔转白，便
秘者舌质肥厚，疼痛者舌质有瘀斑。

胃部疼痛。疼痛是大多数胃病患者最明显
的表现，冬季寒冷、血瘀，很多人因为受寒引起
胃痛，严重的还会出现刺痛、隐痛以及绞痛等各
种不适症状，若饭后两小时出现剧痛，可能是胃
溃疡了。

胃常泛酸。胃“泛酸”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
症状，可以说，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胃泛酸”的
情况。偶尔一次胃泛酸是不要紧的，有的人长
时间泛酸，就会演变成胃食管回流病，引起更为
严重的并发症，如溃疡、食道黏膜出血、食道变
窄，甚至引发食道癌等。

嘴里发苦。有的人在出现胃病的时候，还
会伴有嘴苦的症状，主要是由于胆汁反流所引
起的。除此以外，出现口干、口臭都有可能是胃
部不适，经常口臭要警惕幽门螺旋杆菌。

放屁增多。正常来说一个人每天是要放屁
10 次左右的，但是如果放屁的次数增多，有
时还伴有胃胀、屁臭等现象，要注意肠胃健
康。

经常便秘。便秘往往是胃热的信号。胃热
的人，食物残渣在身体里面下行较慢，水分也流
失很快，到了大肠的时候已经变得很干，便秘由
此产生。相反，如果经常腹泻，则是由于脾胃虚
寒引起的。

好习惯来保护胃

胃是人体储存、消化食物的器官，可以说是
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它一直为我们的口腹之
欲默默地做着善后工作，我们一定要善待它，特
别是在寒冷的冬季，要做好保护胃的工作。那
么，冬季如何打赢“保胃战”呢？王娜平给出了
具体建议：

多吃温性食物。冬季人体为了保持一定的
热量，必须增加体内糖、脂肪和蛋白质等物质的
分解，产生更多的能量，以适应机体的需要。膳
食中应多补充产热营养素，如碳水化合物、脂
肪、蛋白质，以提高机体对低温的耐受力。此
外，胃的脾性是喜燥恶寒，应多吃些温阳暖胃的
食物，如牛羊肉、韭菜等。选择食物要易于消
化，以温、软、淡、素、鲜为宜，温食是暖胃的最直
接方式。

三餐定时定量。冬天昼短夜长，很多人会
改一日三餐为两餐，并提高两餐的餐量，这种做
法不值得推荐，容易引起胃酸分泌紊乱而使胃
黏膜受损。

多炖菜少凉拌。冬季天冷，过冷的食物进
入胃部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病，也不利于人体
保暖。因此，冬季的食物要以温热为主，多吃炖
菜、炒菜，少吃凉拌菜，早晚饭喝些热粥对胃肠
健康大有裨益。要避免过食生冷、辛辣及浓茶、
咖啡等刺激之品。

吃饭细嚼慢咽。有人下班从寒冷的户外回
到家，看到热乎乎的饭菜立刻端起来就狼吞虎
咽地吃。但在短时间内大量、快速进食，咀嚼不
充分的食物到胃里不能充分与胃肠液相混合，
直接影响其消化吸收，还容易吃得过饱而超出
胃容量。细嚼慢咽则有利于食物与胃液的均匀
混合，促进消化吸收，食物中某些营养成分的吸
收率还可以提高 10%左右。建议每口食物咀嚼
30次，每餐不低于 20分钟。

饭后室内散步。冬季的饭后散步可改为室
内，并且不要饭后立刻走，而应在饭后 20 至 30
分钟以后。“饭后百步走”只适合平时活动较少，
形体较胖或胃酸过多的人。患有高血压、动脉
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不宜饭后立即“百
步走”。

穿个保暖背心。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
说：“冬月不宜清早出夜深归，冒犯寒威。”冬季
寒冷会使胃的活动减缓或出现胃痉挛，还容易
导致“肠易激综合征”，出现腹泻、疲劳和浑身无
力等情况。冬季一定要注意胃部的保暖，可以
贴身穿一个保暖背心，给胃一个温暖的环境。

保持心情舒畅。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
历，“一生气就胃痛”。郁怒伤肝，肝气犯胃，即
可引起胃脘痛、呕吐、泄泻等胃肠道疾病。因
此，要保持情绪稳定和心情愉快。冬季日照时
间缩短，人容易情绪低落，建议坚持运动，尽可
能多到户外晒太阳。

服药更慎重。不少药物对胃黏膜有刺激，
可损伤胃黏膜，甚至引起溃疡，要慎服。对暂时
性胃肠功能紊乱，也不宜随意乱吃抗生素、解痉
类和止泻类药物。

合理进补调理。中医学认为，冬天是收藏
的季节，也是积蓄力量以待“萌发”的季节，
抓住这几个月进行调理，可以补偿夏季高气温
以及过食冷饮等因素损害的脾胃功能，使其恢
复正常运转。冬季复发的老胃病多数属于脾胃
虚寒证，应选择具有温胃健脾功效的药物或食
物。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虚寒体质，进补之前
需辨证，根据个人的体质状况，在医生指导下
进补。

冬季打好“保胃战”
■本报记者 魏 濛

聚焦➡

益肺止咳 冬季干燥，寒冷，对肺部和
喉咙的伤害比较大，在冬季人们很容易会喉
咙干燥甚至疼痛。山药含有皂甙、黏液质，
这两种成分都有润滑、滋润的作用，所以可
益肺气，养肺阴，治疗肺虚，痰嗽，久咳等
症状。

滋肾养生 山药含有多种营养素，有强
健机体，滋肾益精的作用。况且，冬季蔬菜
水果比较少，价格比较贵，食用山药可以摄
取维生素，代替蔬菜水果，但山药切记不要
和香蕉一起食用，会引起腹泻。

预防心血管疾病 冬季，室内温差比较
大，加上气温普遍较低，是心血管疾病病发
的高峰季之一，而山药含有大量的黏液蛋
白、维生素及微量元素，能有效阻止血脂在
血管壁的沉淀，预防心血疾病，有降血压、
安稳心神的功效，很适合在冬季吃。

健脾益胃、助消化 冬季运动量会不自
觉减少，加上气温降低，新陈代谢的速率降
低，又因冬季吃火锅的频率增多，会使得患
上肠胃病的几率增多。山药含有淀粉酶、多
酚氧化酶等物质，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是
一味平补脾胃的药食两用之品，不论脾阳亏
或胃阴虚，皆可食用。冬季煲汤、吃火锅不
妨加入山药这一材料。

降低血糖 山药含有粘液蛋白，有降低
血糖的作用，加入平常的菜色当中，也可以
防止因为暴饮暴食导致的血糖突然升高，长
期食用，也有防治糖尿病的作用。

张 帅

冬吃山药
有好处

养生➡

麻木突然发生 麻木的发生可能没有
任何预兆，可在静息状态下产生，也可能在
运动或生气时产生，还有一些在夜间突然
发生，大多不用处理，会自行恢复。麻木范
围广，往往偏一侧。如果梗塞灶较小，只损
害了管理感觉功能的神经组织，就会造成
对侧躯体某一部位的麻木或半身麻木。

如果是短暂性脑供血不足，只会引起
阵发性麻木。随着缺血性脑组织的进一步
扩展，病变动脉闭塞的程度也会加重，对侧
躯体、面部的麻木可由局部扩展到半身，由
短暂性麻木演变为持续性麻木。

症状跟体位姿势无关 有些颈椎病、
腰椎病也会让人产生麻木感，但这种麻木
是由于神经受压迫所致，有时体位改变，压
迫解除，麻木即可暂时缓解或消失。脑血
管病麻木则与体位变化没关系，不会因为
体位改变而消失。

往往伴有其他症状 除手脚麻木外，
脑血管病患者大多伴有肢体软弱无力、头
晕、头痛、视力障碍（视物模糊或复视等）、
记忆减退（尤其是近期记忆下降），以及血
压增高或偏低等现象。突然眩晕、呕吐、耳
鸣、站立不稳也是脑血管病的先兆。高血
压有时还可能造成短暂脑缺血甚至脑出
血，引起口眼歪斜、瘫痪、言语含糊、失语及
昏迷等，甚至导致死亡。

60 岁以上老年人容易发生心脑血管
硬化，一旦出现反复手脚发麻症状，应及时
到医院检查。 张 宇

警惕
心脑血管的手麻

生活提示➡

丙型肝炎（丙肝）是由丙肝病毒引起的一
种肝脏疾病。隐匿性强，感染者往往没有任
何症状，容易被患者忽视。如今，丙肝已经成
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据世界卫生组
织统计，中国约有 1000 万名丙肝患者。然
而，有调查显示，公众对丙肝的知晓率只有
38%，自主筛查率不足 20%。

好消息是国家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在 11
月 28 日发布，并将在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
施。此次有 70 个新增药品通过谈判加入到
医保报销的行列中来，而首次进入目录的三
款丙肝创新药尤为受人关注。

市中心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吴世红
说，作为医生来讲，非常高兴国家的这个医保
政策能够覆盖到丙肝的这些药物，对于病人

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喜讯，因为丙肝通过早
期治疗，它是可以彻底治愈的一个疾病。之前
好多患者受制于治疗费用高，而拒绝了治疗，导
致病情延误。

吴世红介绍道，三款抗丙肝病毒的药物此
次进入医保，价格降幅超过 85%。纳入医保后，
门诊报销 70%，患者承担 30%，意味着原来要几
万元一个疗程的药物，根据基因分型的不同，现
在几千块或者一万多一点就可以治疗了，经济
负担都能大幅下降。

丙型肝炎病毒有多种基因分型，我国以基
因 1b 型为主，超过 50%的丙肝感染者是 1b 型，
不同基因型在治疗方案中的药物选择和疗程有
所不同。吴世红表示，这次进入医保的三款药
其中有两个治疗 1b 型的药，价格更便宜；另外

一款药对基因非 1b 型的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都
可以达到 98%到 100%的疗效。病人如果要是
想享受医保的待遇，在治疗之前一定要做基因
分型检测。

据吴世红介绍，丙肝是慢性进展疾病，而且
因为其隐蔽性，从丙肝感染发展到肝硬化中间
会经过多年时间。很多丙肝患者被发现时就已
经是肝硬化和肝癌，这让治疗成本大大提高。
因此，要高度重视丙肝的诊断，高危人群应主动
监测。

谈及什么人应该接受丙肝检查时，吴世红
建议以下高风险人群前往医院筛查，提高早期
诊断率：注射吸毒者；滴鼻药使用者；在感染控
制做法不够充分的卫生保健机构中接受了血液
制品或者创伤性操作的人；由受到丙肝病毒感
染的母亲生下的儿童；有受到丙肝病毒感染的
性伴侣；艾滋病毒感染者；有纹身或者穿孔的
人。除了高危人群，出现不明原因谷丙转氨酶

（ALT）升高、肝区隐痛、胃口不好或慢性肝病，
以及正在婚检和备孕的人群，也需要注意进行
丙肝病毒筛查。 赵哲平

丙肝可治愈 医保来助力
关注➡

12 月 中 旬 以 来 ，我 市 流 感 病 例 明 显 增
多，我市流感监测系统检测到流感病毒多为
季 H3 流感病毒。在流感高发的季节，提醒
人民群众积极接种流感疫苗，日常生活中勤
洗手，房间多通风，出门戴口罩，积极预防流
感。

高热是主要症状 流感患者全身症状
重 ，局 部 症 状 轻 ，主 要 症 状 为 高 热 39℃ 至
40℃、寒战、咳嗽（干咳）、头痛、咽痛、肌肉和
关节痛，乏力，食欲减退，颜面潮红，眼结膜充
血。部分流感以呕吐、腹痛、腹泻为特点，常
见于感染乙型流感的儿童。流感是一种自限
性疾病，轻症病例多于发病 3 至 4 天后体温逐
渐消退，全身症状好转，但咳嗽、体力恢复常
需一至两周。

飞沫是主要传播途径 流感潜伏期为 1
天至 7 天，多为 2 天至 4 天，传染源是患者和
隐性感染者；是通过打喷嚏和咳嗽等飞沫传
播，也可经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
接接触传播，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也可引
起感染，门把手、扶手、桌子、手机等物品都是
流感病毒易潜伏的地方。

儿童老人是易感人群 儿童（6 月龄以
上）、孕妇、老年人（60 岁以上）、慢性病患者

（例如糖尿病、慢性肾病、老慢支等）、医务人
员为流感的易感人群。免疫力低的人群也容
易成为流感的易感人群。

科学防控是关键 日常生活中要锻炼身
体，增强身体素质，提高身体抵抗力。保证睡
眠充足、营养充分，多喝水，保证水分摄入。
勤洗手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措施，最
好用流动水洗手，尤其是在咳嗽或打喷嚏后，
就餐前要洗手。经常打扫居室，每天保证一
定时间的开窗通风；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
所活动，减少可能与患病人群的接触机会。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
可接种流感疫苗预防流感，一旦出现发热等
症状，应尽早前往医院就诊。 赵俊霞

远离流感
科学应对很重要

胃肠道疾病患者 花生含有大量蛋白
质，而消化过多蛋白质会增加肠道负担，消化
不良的患者要少吃。生花生由于含有大量的
抗营养物质，进入肠胃后会有滑肠的作用，多
吃易导致腹泻，因此，一些胃酸患者用吃生花
生的方法来缓解胃部不适时，要控制在小半
把的量。

肝胆疾病患者 高蛋白和高脂肪的食物
对胆囊的刺激会很强，促使胆汁大量分泌，来
帮助其消化吸收。肝胆疾病患者食用过多花
生，无疑会加重肝胆负担，甚至会加重病情。
这类病人吃花生时，最好选择蒸煮的方式，例
如煮粥时适量放一些，避免油炸、油炒，要少
量多次食用。

皮肤油脂分泌旺盛、易长痘的人 花生
含有大量脂肪，吃多易促进皮肤毛囊分泌更
多油脂，此外，一些加入辣椒、糖类等口味的
花生零食也会让皮肤更易过敏。本身属于油
性肌肤的人群不宜进食过量的花生。

血栓人群 花生具有止血作用，可以增
进血凝，从而促进血栓的形成。因此，血液黏
度较高或者有血栓的人群要少吃花生。

于素文

四类人
少吃花生

小贴士➡
◀12 月 24 日，运城市德全骨科

医院，从事骨病研究和治疗 30 多年
的专家高明辉在给医护人员讲解骨
科相关病例。

高明辉是盐湖区西张人，幼承
家训，专攻骨伤科。他毕业于长治
医学院医学系，在长期的理论和实
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
业内骨科专家，医德医风得到患者
的好评。他先后获得中国中西医学
会科技进步二等奖、运城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等。在临床中，他注重传
承医疗技术，先后培训出一大批专
业医护人员。其高氏正骨手法，是
在中医正骨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
学技术，形成一整套的颈肩腰腿痛、
关节功能障碍、中医正骨、癌性疼痛
的诊断、治疗、康复及预防独特体
系。 本报记者 冯革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