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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农历腊月二十九。这一天，对
于许多人来说，可能要忙着置办年货，可能奔
走在回家团圆的路上。然而，对于市急救中
心急诊科护士王睿婷来说，是她 24 岁的生
日，也是她褪去稚嫩、勇敢守护他人的开始。

那天，像往常一样，她早上 7 点半一上
班，便开始在急诊室忙活，到了中午一点都还
没来得及吃饭。“咱们组谁去接病人？”这时，
市急救中心急诊科护士长赵娜问。“护士长，
我去接。”护士长话音刚落，王睿婷就自告奋
勇回答。但得知要穿上防护服“全副武装”
时，她便想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转运任务。
在得知去接的是发热病人后，当时的王睿婷
也曾有过片刻犹豫和害怕，但还是迅速做好
出车准备，和救护车司机于宏涛、急诊科医生
范六七一道，前往河津市人民医院。

晚上 7 点多，王睿婷本来早几天就和几个
朋友约好一起去庆祝生日，可在去往饭店的路
上，她突然接到护士长的电话。“睿婷，你今天转
运的是发热病人，存在被感染的可能，院方让我
通知你要被隔离，同时承担新冠肺炎病人的转
运工作。”赵娜说。听到此消息的王睿婷瞬间忍
不住掉下眼泪，打电话给妈妈：“妈，我今年不能
回家过年了，医院分配了重要的任务。”

当晚，王睿婷就备齐随身换洗物品，住进市
急救中心为她和于宏涛、范六七安排在急诊楼
上的隔离宿舍。

王睿婷于 2016 年毕业于山西老区职业技
术学院护理专业。一年后，也就是 2017 年 8 月，
她成为市急救中心急诊科的一名护士。“虽说工
作时间不长，但也有了两年多的护理经验，转运
和护理病人就是我的日常工作。”王睿婷说，“隔

离那晚，院领导开会对我们进行心理疏导，并将我
们 3人组建为第一批转运梯队。”

从那时起，王睿婷和两名队友便成为全市转
运疑似和确诊新冠肺炎病人的第一梯队。他们
24 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出车，几乎没有一天能按
时吃上饭。截至 2 月 4 日，他们圆满完成了第一批
转运梯队任务，共转运病人 20 余趟，其中一天最
多曾出过 4 趟转运任务。在全市确诊的 19 例病人
中，有 17名由王睿婷这一梯队完成转运。

每一次转运都不平凡，然而，对王睿婷来说，
连夜将稷山一名确诊危重病人送往太原那一次，
让她印象最深。

2 月 3 日晚上 9 点多，王睿婷和她的队友执行
完一天任务，刚做完救护车消杀工作准备休息时，
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稷山县有一名确诊危重新
冠肺炎病人，急需转运至太原市定点救治医院。

接到指令，他们立即再次投入工作中，于当天
夜里 12 点赶到稷山县人民医院，然后于 2 月 4
日凌晨 1 点，从稷山出发连夜赶往太原，凌晨
5 点多顺利将病人运送至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
隔离病房。十多个小时、400 余公里的来回奔
波，他们既要克服在负压车里长时间穿着隔离
服带来的各种不适，还要时刻关注患者的病情
及生命体征，同时进行心理疏导……

“因为接触的都是极具传染性的确诊患
者，我们必须戴好全套装备，我们全程不喝
水、不进食，还要穿上纸尿裤。除了专业外，
这种体力忍耐也成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王
睿婷说，“转运结束，先对急救舱和急救设备
进行喷洒、擦拭以及地面拖洗消毒，关闭车门
紧捂一小时之后通风半小时，用酒精再次擦
拭，最后让车内紫外线晒半小时，我们的工作
才算结束。”

短短的 14 天，让王睿婷从一个“初出茅
庐”的小姑娘成长为勇挑重担的“女汉子”。
由于疫情期间表现突出，王睿婷被授予“女医
护特别奖”。“身为一名急诊科护士，转运和护
理危急病人本就是我的职责和使命。如今疫情
发生，更是需要我的时候，能够坚守一线是我
的荣幸。”王睿婷说。

新冠肺炎病人转运的排头兵
——记全市“三八”特别表彰先进个人王睿婷

■本报记者 张晓丽

一是消毒不过度 不是消毒越频繁就
越健康，日常只需要“常通风、勤洗手、注意
个人卫生”，牢记“消毒水不是花露水，过度
消毒也是毒”。消毒时也无需重复多次，重
点关注消毒方式、浓度、作用时间这 3 个要
素。

首先，根据对象选择消毒方式，如餐具
选择煮沸或消毒柜；洗手池、马桶使用含氯
消毒剂；手机、遥控器等小物件可用 75%酒
精擦拭；衣物主要是清洗加晾晒。

其次，要合理配制浓度，浓度过低没有
效果，过高对人体有害、对物体有腐蚀、对
环境有污染。必须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配
制。

再次，作用时间要足够，如含氯消毒
液，一定要保证作用时间达到 20 分钟—30
分钟再进行冲洗。

二是产品不混用 84 消毒液是常见的
家 用 消 毒 剂 ，但 千 万 不 要 和 其 他 产 品 混
用。如与洁厕剂混合，会发生化学反应产
生氯气，轻则使人咳嗽、头晕，重则呼吸困
难、甚至危及生命；与洗衣液混合会产生中
和反应，破坏 84 消毒液的有效成分，降低消
毒效果。因此，混用产品有风险，先后使用
讲顺序。

三是酒精不喷洒 75%酒精主要用于
手和皮肤消毒，也可用于较小物体表面的
消毒。

酒精使用请注意：酒精不是酒，只作外
用不能口服；在通风处使用，并远离高温火
源 ；严 禁 大 面 积 喷 洒 ，避 免 燃 烧 危 险 。

金 妮

过度消毒也是毒
居家做到3个“不”

俗话说“头梳千遍，病少一半”。头部有
许多重要穴位，梳对了能有效刺激诸多经穴，
而春天正是古人眼中“梳头养生”的好时机。

《养生论》说：“每朝梳头一二百下。”春天
的早晨，人体的阳气顺应自然，有向上、向外
升发的特点。

梳头的3个好处
滋养头发。刺激头皮，可以改善局部血

液循环，改善发质。
健脑安神。按摩头皮，刺激头部穴位，减

缓脑细胞老化过程，起到健脑防衰作用。工
作后梳头，使神经松弛；临睡前梳头，可提高
睡眠质量；起床后梳头，可使全天精神焕发。

缓解头痛。刺激头皮可使绷紧的神经
放松，使紧张痉挛的血管舒张，对血管神经性
头痛、偏头痛、神经衰弱等病症有缓解作用。
用脑多多的人，平时感到头脑昏沉、疲劳时可
以随手拿起梳子梳梳头。患有高血压、动脉
硬化、神经衰弱的人，更应该坚持梳头，通过
刺激头部穴位，对疾病起到辅助治疗作用。

梳头要牢记3个要点
早晨最佳。早上是阳气升发之时，此时

梳头可以帮助气血流通，清利头目，防止春困
的发生。

按序梳头。应当从前额梳起，不论梳中
间还是两侧，都应当经过前发际线，一直梳到
颈后的发根处，这样才能有效疏通经络。

梳50次以上。梳头次数不宜过少，应保
证在 50 次以上才有效，梳的上限以自己感觉
舒服为准。 林 依

春梳头一年通

眼下，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期，又逢早
春三月，是感冒、咳嗽、支气管炎、肺炎、
哮喘等各种呼吸道疾病多发季节。肺是人体
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也是人体的第一道防
线，人呼吸的时候，肺与外界直接相通，外
界的冷暖变化和空气中的病毒、细菌、灰尘
等有害因素，都时刻影响着肺。因此，有个
健康的肺至关重要，肺的保养是预防疾病、
增进健康的重要环节。

在忽冷忽热的早春，养肺对我们的身体
都有哪些益处？我们应该如何避免伤肺？如
何更好养护我们的肺？记者采访了市中医医
院肺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金成，邀请他向
我们讲解春季怎样养肺。

春季更易伤肺

中 医 典 籍 《素 问 · 风 论》 上 说 ：“ 风
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生他病也。”
春季气温变化不定，空气污染严重，人体易
受风邪侵害，最容易被之所伤的便是呼吸系
统。中医有句话叫“肺为娇脏”，“温邪上
受，首先犯肺”，也就是说肺是最容易受到
外来有害物质侵害的脏器。因此，春季养肺
对于健康非常重要。

王金成说，春季是呼吸系统疾病多发的
季节，作为娇脏的肺，与外界无时无刻都在
进行氧气交换，最易受伤。同时，肺主一身
之气，全身血液都流经于肺。肺能调节全身
水液的输布和排泄，一旦肺脏长时间受损，
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全身遭罪。

肺处于人体胸中最高的位置，中医称，
肺为华盖，也就是形容肺像雨伞一样，是给
五脏六腑挡风遮雨的。但如果这个“雨伞”
保护不好，呼吸功能就会减弱，时间久了，
会导致身体处在慢性缺氧状态，形成气虚体
质，出现容易疲倦，全身无力等症状。肺气
受阻，连带也会使得口鼻与皮肤受到影响，
出现鼻塞、流鼻涕、咳嗽、口渴、生痰、皮
肤瘙痒等症状。

进入春季，寒热相交，阳气上升，春燥
上火，就非常容易损伤“娇嫩”的肺，轻则
出现口干舌燥、咳嗽、流涕、打喷嚏等症，
严重者还会头晕上火、盗汗失眠、气短懒言
等。若不及时调理，不仅哮喘、肺气肿等呼
吸道疾病会反复发作、迁延不愈，还极易发
生肺炎、肺结核等感染病症，甚至诱发肺
癌。

肺气有调节呼吸及全身气、血、水的作
用，一旦受损，可累及全身。肺虚津亏，可
致脾气虚，出现腹胀、便溏、胃口差、脸色
萎黄等症；也可引发大肠燥热，出现神疲体
虚、黄痰、便秘等症；亦可致肾虚，有腰膝
酸软、喘息等症；甚至累及心脏，影响血供
……长期如此，极易陷入恶性循环，影响整

个机体的健康。
王金成特别提醒，有三类人要更加重视养

肺。第一类是每到春季就会出现口干舌燥、鼻
炎、过敏、哮喘等，说明肺脏已经受到侵害
了；第二类是如果已经出现咳嗽，特别是干
咳、气喘、喉咙有痰、声音嘶哑等症，就说明
肺脏已经出问题了；第三类是对吸烟者、二手
烟人群来说，有害物质更易沉积在体内。如果
深呼吸后憋气，憋不到 30 秒，说明心肺功能
已经下降了，当下就该戒烟护肺了。

警惕伤肺之事

王金成提醒，日常生活中，以下常见伤肺
行为和最常见的伤肺用品要注意避免。

烹饪的油烟。很多人在炒菜的过程中吸入
了大量的油烟，同时也吸入了大量的致癌物。
研究表明，厨房中的油烟气体含有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具有强烈致癌性的苯
并芘等许多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物质，长期接
触油烟的人患呼吸道疾病的几率很高，甚至跟
长期吸烟者相比，还会引起多种突变症状。另
有统计，如果在没有通风的厨房中烹饪，此时
油烟中的有害气体，相当于有 96 支香烟在燃
烧。

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改变烹饪方式，
减少油炸、煎炒，尽量用蒸、煮、炒等烹饪手
法，这样既可以减少油的用量，减少油烟，还
能减少对食物营养成分的破坏，一举两得。

香烟和二手烟。吸烟对人体肺部的伤害是
最大的，香烟中含有的尼古丁会使人上瘾，而
真正危害肺部健康的其实是焦油和一氧化碳，
它们会不断侵入人的肺部。研究发现，经常吸

烟的人，肺部会变成黑色。除此之外，我们知
道吸烟很多时候是男性的专属，但是对于女性
和其他人群来说，常常会吸入一些二手烟，二
手烟的危害不言而喻，比起直接吸烟，二手烟
的危害是更大的，所以为了其他人的健康，尤
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最好不要在屋内吸烟，防
止家人吸入二手烟，从而危害肺部健康。

汽车尾气。尾气中的有毒物质会通过呼吸
道进入人体内。尤其是开车一族，他们正好处
在地面一米左右的“尾气停留层”中，肺部一
直都在汽车尾气中循环呼吸，长期下去对肺部
健康非常不利。

生气时发脾气。生活中有人生气时经常会
说“气到肺炸”，虽然表述上有点儿夸张，但
是生气的人会有呼吸急促，导致气逆、肺胀、
气喘、咳嗽，危害肺部健康。医学上认为，经
常生气是百病之源。中医则具体指出生气的

“九大害处”，即伤脑、伤神、伤肤、伤内分
泌、伤心、伤肺、伤肝、伤肾、伤胃，可见生
气几乎对身体每一个脏器都有严重的影响。

滥服药物。肺也属于容易遭受药物伤害的
器官。例如药物性肺炎，多为对青霉素等药物
过敏所致，会出现低烧、咳嗽、气急、胸闷、
多痰的症状。哮喘、肺水肿、肺纤维化、肺栓
塞等也有可能是药物引起。

漂白剂。漂白剂、氯和氨水等强效消毒
剂，会对哮喘、慢阻肺等肺部疾病的患者造成
强烈刺激。因此，在使用时请戴好口罩，并注
意通风。

杀虫剂。使用杀虫剂来消灭蟑螂或臭虫
时，一定要遵从使用说明上给出的剂量和方
法，否则可能让肺遭殃。在使用后，要及时开
窗通风。

涂料。装修房间或粉刷家具时，一定要选

择环保材料并保持空气流通。

养出强大的肺

每到春季，来医院就诊的呼吸道类疾病患
者数量就会明显增多。“这是因为多风的春天，
风大微生物很容易附着于悬浮的灰尘上，导致
空气质量降低，另外这个季节也是细菌繁殖最
快的时节，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呼吸道疾病的
高发。”王金成介绍道。

肺气伤，百病起。在春季应该如何养好肺，
增强肺功能？除了养成合理饮食、规律起居等良
好生活习惯外，王金成还开出了具体的处方。

神养肺。春季不要太多愁善感，因肺气虚容
易引起悲伤，而悲伤又会直接影响到肺，因此要
戒忧，要注意释放精神压力，调节情绪。中医提
出“笑能清肺”，笑能令胸廓扩张，胸肌伸展，肺
活量增大，在笑中还会不自觉地进行深呼吸，清
理呼吸道。笑能宣发肺气、调节人体气机的升
降、缓解疲劳、驱除抑郁、解除胸闷、恢复体力，
使肺气下降和肾气相通，并且促进食欲。人在开
怀大笑的同时，可以吸入更多的氧气，呼出废
气，加快血液循环，有助于解除疲劳，恢复体力。

早上锻炼时，若可以开怀大笑，可以使肺吸
入足量的大自然中的“清气”，呼出废气，加速血
液循环，以至于达到心肺气血调和的功效，保持
人的情绪稳定。

净养肺。保护肺的健康，首先要提高空气质
量，保持室内洁净清新，整齐无灰尘，保持一定
的空气湿度，每天至少开窗通风两次以上。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可到室外空气清新的绿地、湖
泊、山川呼吸新鲜空气，这样有利于肺气的宣
发，达到养肺养生、健康生活的目的。

食养肺。主要是应多喝水，最好每天都能比
其他季节多喝 500 毫升水。保证营养平衡的基
础上，多食清肺、润肺、养肺的蔬菜水果，蔬菜有
南瓜、胡萝卜、西红柿、白萝卜、藕、青菜叶等，水
果有梨子、柿子等，此外还有银耳、燕窝等。避免
过度食用辛辣刺激之品，如生姜、大蒜、辣椒等。

药养肺。选用宣肺、润燥、益气的中草药
配方组成养肺保健产品，能直接作用于肺部，
达到养肺养生的目的。可用百合、麦冬、甘草
等调配润喉养肺茶，具有利咽、润喉、养肺的
功效，及调理吸烟、二手烟、雾霾对健康的影
响。由雪梨、枇杷叶、无花果、石斛等熬制而
成的冰糖雪梨膏，具有润肺养肺、化痰止咳、
生津利咽的作用。

动养肺。晨起做深呼吸，可以健肺养肺。人
的呼吸应该和经脉的运行相对应，经过换算相
当于一呼一吸 6.4 秒，是古人呼吸养生的最好节
奏。呼吸操也是养肺的一种好方法。睡前平躺于
床上，在肚脐上方放一个 3 斤左右的沙袋或小
枕头，用力呼气把沙袋顶起，然后吸气把沙袋放
下去，刚开始每次练习 2 分钟—3 分钟，逐渐增
加到每次 5分钟—10分钟。

春 季 养 肺 正 当 时
■本报记者 魏 濛

聚焦➡

生活提示➡

小贴士➡

◀3 月 17 日，闻喜县居民在县涑
水公园体育中心打乒乓球，锻炼身体，
健康生活。

在当前疫情防控中，闻喜县居民
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树立健康意
识和心理健康保健意识，自觉养成良
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生活健康习惯，
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性志愿者活动，让
生活更加充满阳光。

特约摄影 温徐旺 摄

头泡茶，要不要倒掉？ 头泡茶要不要
倒掉，主要看茶的新旧。如果茶比较陈旧，灰
尘 较 多 ，可 以 把 头 泡 茶 水 倒 掉 ，也 叫“ 洗
茶”。有的陈年茶叶，第一泡不能马上激发茶
的香气，需要通过洗茶，舒展茶叶，到后面，茶
才会好喝。但如果是新嫩茶叶，第一泡茶水
的有效成分通常最多、最好，不宜倒掉。

不过，如果对咖啡碱比较敏感，也可以不
喝头泡茶。因为新嫩茶叶中的咖啡碱含量往
往比较高。

一壶茶，泡多少次合适？ 一般来说，一
壶茶泡了两三次后，茶叶中 70%—80%的有
效成分都已经泡了出来，再继续泡，也没什么
味道了。不过，质量好的茶，如部分陈年普
洱，或许可以多泡几道。

茶在饭前喝、饭后喝，还是边吃边喝？
一般认为，餐前餐后半小时内，都不宜喝茶。
餐前空腹喝茶，胃里没有食物缓冲，茶水容易
刺激脾胃，发生“茶醉”，表现为心跳加快、头
晕眼花、全身乏力等。此时应喝点糖水或吃
点糖果，平躺休息。

也不宜在吃饭时喝大量茶水，因为茶水
无形当中会将胃液稀释，降低胃酸浓度，进而
影响人体的消化功能。此外，茶水还会将胃
撑大，减弱胃部的蠕动功能，这对消化也没好
处。

喝浓茶，能醒酒吗？ 酒后喝淡茶，醒酒
不伤身。酒中的酒精，对心血管的刺激性很
大，而浓茶同样具有兴奋心脏的作用，两者双
管齐下，更增加了对心脏的刺激。此外，酒精
和茶中的咖啡碱、茶多酚都会刺激胃部，容易
加重对胃黏膜的损伤。

同一种茶，从早喝到晚？ 白天，宜喝凉
性茶；夜晚，宜喝温性茶。从中医养生角度来
讲，白天阳气较盛，适合喝凉性的茶，比如绿
茶，有升清的作用，能醒神。到夜晚，阴气较
重，适合喝偏温性的淡茶，比如红茶、黑茶，能
降浊，也不影响睡眠。

注意，不建议连续喝不同的茶，胃难以接
受。最好喝完一种茶之后，间隔 3 小时—4 小
时后，再换另一种茶。

3种喝茶误区千万别犯——
喝隔夜茶。经过长时间冲泡，茶汤的品

质已经下降，而且可能滋生细菌而变质。
用保温杯或不锈钢壶泡茶。茶叶长期闷

在保温杯里，香气会减少，影响茶汤的品质。
不锈钢壶属于金属，会影响茶香、茶味。茶中
的 成 分 也 可 能 与 不 锈 钢 发 生 反 应 ，影 响 品
质。沏茶最宜用陶瓷或玻璃壶杯。

喝烫茶或冷茶。茶汤温度太高，容易烫
伤口腔、食管，长此以往，可能诱发食管癌。
而冷茶会加重凉性，易聚痰、伤肺。

文晓英

春日喝茶更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