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老友记俱
乐部是一个汇集爱玩、
有趣、 热爱生活的长者
群体交流、互动的平台。
加入我们， 即可参加丰
富多样的精彩活动，和
老友记们“一起玩，更开
心”，认识更多志同道合
的朋友， 寻找不一样的
生活乐趣！扫描二维码，
了解更多俱乐部活动！

电脑、手机不离手，干眼症已经成
为都市人的常见病， 于是人工泪液这
两年特别火。 很多低头族都要靠人工
泪液“救命”。 可是人工泪液能经常用
吗？ 能和其他滴眼液一起用吗？ 我们
一起来了解下。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
学部关丹丽主管药师推荐， 日常偶尔
出现用眼疲劳、眼睛干涩，可以使用人

工泪液，比如聚乙二醇、玻璃酸钠等来
缓解不适。 人工泪液一般1次滴1滴，一
日滴眼5—6次，可根据症状适当增减。

人工泪液也不建议长期频繁使
用，否则可能干扰正常泪液。我们还是
要找到眼睛干涩的原因（如过度疲劳 、
营养不良等），然后从“病根”上解决。

这些注意事项别忘记：
●根据药典规定， 眼用制剂在开

启 后 最 多 可 使 用 4
周，所以人工泪液一
旦开瓶建议4周内用
完。

●在使用人工
泪液时需注意不能
和其他眼科用药同
时使用。 如果使用任
何其他滴眼液，请在
30分钟后使用该药。
眼膏应在眼药水后
使用。

●在用药之前
一定要阅读药品说
明书，如有疑问待咨
询医生后再使用。

●人工泪液只
能辅助缓解症状，关
键还是要改变用眼
习惯，否则干眼症状
还会持续发展。

橙子避免空腹吃
橘子和橙子，怎么看都像

是一家的， 事实上也确实是。
橙子是橘子和柚子杂交的产
物， 自古以来就是“疗疾佳
果”。 橙子性味酸凉， 具有行
气化痰、 健脾温胃、 助消化、
增食欲等药用功效。

和吃橘子“上火”不同，
橙子吃了并不“上火”。 大概是
因为柚子的关系，橙子还能有
些“祛火”的效果。 橙子虽好，
但《开宝本草》也提到橙子“不
可多食，伤肝气。 ”《本草纲目
拾遗》 里说：“气虚瘰疬者勿
服”。 因此，气虚痰多、易疲劳
的人应该少吃或不吃，最好避
免空腹吃，不和药物混合吃。

发烧咳嗽时少吃橘子
眼下肯定是吃橘子的好

时节。 橘子气味芳香，味甘酸、
性温，入肺、胃经，具有开胃理

气，止咳润肺的功效。不过要提
醒大家的是橘肉容易生热养
痰， 因此咳嗽痰多或痰黄稠或
是发烧的时候应该少吃橘子。

推荐食疗方
盐蒸橙子

———适用于因阴虚或燥
热引起的热咳，主要症状为痰
黄、黏稠 ，咽痛 ，口干 、口苦
等。

材料：橙子1个、盐少量
做法： 把橙子洗干净 ，用

淡盐水泡10分钟。取出后用清
水冲洗干净后切开顶部 。 用
叉子戳几下， 加入少许盐，以
便盐能渗入橙肉内部 。 把处
理好的橙子放进碗里，盖上切
掉的橙子顶部， 放进锅中，隔
水蒸 。 大火煮开后转中火继
续蒸10分钟即可。去橙皮吃果
肉，碗里的汁儿也可以喝。

需要强调的是，最好选择
当季新鲜的橙子，如果担心果

皮中农药残留，可用淀粉搓洗
果皮，再用盐摩擦果皮并用流
水冲洗。 此法为食疗方法，老
少皆宜， 但不建议替代药物，
最好不要在睡前吃。
陈皮老鸭煲冬瓜

———健脾理气、 滋阴润
燥，适合口干、眼干、皮肤干，
易疲劳的人群。

材料： 老鸭适量 ， 冬瓜
200g，陈皮10g，枸杞1把。

做法：冬瓜切成与鸭肉般
大小的小块， 放入砂锅里，加
适量清水， 用大火烧开后，撇
去浮沫，再加入陈皮、生姜、枸
杞 ， 改用小火炖至鸭肉熟烂
时，调入精盐即可。 老鸭可补
阴 ，配伍陈皮润而不腻 ，能很
好地发挥其补养的功效。 陈皮
不等于新鲜橘皮。 新鲜橘皮可
能含有保鲜剂或农药，并不一
定适合内服。 如果能保证新鲜
橘皮的安全性，代茶饮或入菜
或入汤，都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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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呼吸道疾病频发？ 别忘了调理脾胃
文 / 记者 陈辉

专家简介:吴光超 中医学硕士

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师从
岭南名中医刘国新、广州中医药大
学一附院风湿科黄仰模主任。 擅长
亚健康状态调理，如失眠、眩晕、脾
胃虚弱、疲劳综合征；消化系统疾
病，如慢性胃炎、腹痛、腹泻；呼吸
系统疾病，如感冒咳嗽、慢性咽炎、
过敏性鼻炎；皮肤病等。
出诊时间：
周一、二、四（08:30-15:00）
周三（13:30-20:00）
周六、日（11：00-17:30）
出诊地点：
紫和堂幸和中医门诊部

大雪将至，广东的冬意越来
越浓。 可是随着温差变大，许多
体质较弱的孩子开始频繁生病
了， 比如三天两头感冒发烧，好
了一夏天的过敏性鼻炎、哮喘又
发作了等等。 都说“冬季进补，
来年能打虎”， 许多家长也想趁
着天冷，孩子胃口好，多给孩子
吃些牛羊肉或滋补品来补一补
身体， 改善体质， 提高免疫力。
这种做法未必正确。

肺气受损， 孩子呼吸
道疾病频发

紫和堂幸和中医门诊部吴
光超医生介绍，无论是哮喘、过敏
性鼻炎还是感冒，都属于呼吸道疾
病。 孩子呼吸系统薄弱，易生病，
在中医看来，是因为肺为“娇脏”，
又通过鼻与外界相通，秋季时节很
容易被秋燥所伤， 肺气不足时，体
表抵御外邪的卫气就会亏虚，冬
季气温一下降，难免就会生病。

体质打个翻身仗，补
脾胃是王道

孩子总生病， 家长就会想着
如何给孩子进行饮食调理， 给体
质打个翻身仗。 有些家长会给孩
子多吃牛羊肉。 吴光超医生不赞
同这种吃法。他解释，牛羊肉对补
气血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岭南地
区比较湿热，儿童不宜吃过多。

他建议，家长可以多花些心思
给孩子调理脾胃。脾胃属于后天之
本，是肺气的生化之源，肺气旺则
正气足， 抵御外邪的能力就会提
高，孩子的呼吸道疾病也会少发。

另外，他鼓励家长多带孩子做
些户外运动，特别是游泳、跳绳、踩

单车这类能使四肢动起来的运动，
因为脾主四肢，四肢健运反过来也
会提高脾胃消化和运化功能。

食疗方推荐：
鲜淮山排骨汤

材料：鲜淮山30克，排骨250克。
做法： 排骨飞水后放入汤煲

内，鲜淮山削皮后切段，也放入汤煲，
加水煮沸后再大火煮半小时即可。

功效：淮山有健脾养胃，生津
益肺的功效，且鲜淮山中的黏液可以
增强肠道对食物的消化。此汤一周喝
三次，有助于调理宝宝的脾胃。 如果
孩子不好动， 可以选猪大骨来煲；如
果为了口感好，可以选猪肋骨；如果
宝宝肺气不足，可以选猪肩骨来煲。

最美不过夕阳红，欢乐同在老友记
羊城档次最高跨年艺术盛典———“金色年华达人秀”才艺大赛开锣
文/图 华章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为了展现现代中老年人积极向上
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传播老年人
健康、自信、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带动社区建设健康、和谐、文明新
风气。 11月27日，由羊城晚报品牌
传播中心、 广东省老年文化协会、
广东老年大学、 德伦口腔联合主
办，羊城晚报老友记俱乐部承办的

“跨年艺术盛典———金色年华达人
秀”初赛开锣。

据了解， 本次大赛设舞蹈类、
合唱类、综合类（器乐 、小品 、朗诵
等）、时尚走秀类四项内容，本场初
赛吸引了十多支艺术团近300名选
手参与比赛。

在初赛现场，气氛热烈，老人
们个个身着盛装，满面笑容。 具有
特色的民族服饰、典雅的旗袍油纸
伞、大小提琴演奏乐器……南新艺
术团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拉开了
本届金色年华达人秀比赛的帷幕。

各个艺术团带来了富有特色
而又精彩的节目，从歌舞到弦乐四
重奏，从瑜伽到相声小品，比赛节
目精彩纷呈。 经久不衰的经典男生
小组唱《啊，我的弱水河》、柔中带
刚的二人水兵舞《我爱你中国》、飒
爽英姿的歌伴舞《阳光路上》、妩媚
多姿的旗袍秀油纸伞《水乡新娘》、
载歌载舞《情深谊长》……精彩纷
呈，实实在在地展示老年人丰富多
彩的精神文化生活， 现场笑声、歌
声、掌声不断，推动现场气氛一浪
高过一浪， 整个场面热闹非凡，一
幅其乐融融的画面。

在当天初赛节目中， 唯一一个器乐
节目来自广州红豆艺术团，弦乐四重奏，
小提琴乐声宛转悠扬， 中提琴则深厚沉
稳，四人和谐演绎《我和我的祖国》。 众
所周知， 小提琴是最难学的十大乐器之
一， 没有童子功是很难掌握好这门乐器
的。 所以， 他们一出场就引起了大家的
高度关注。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关爱中老年
的精神世界， 是我们步入老年社会之
后的发展方向。 德伦口腔江南西精品
院院长李超亮说， 德伦口腔联合举办
了本次金色年华达人秀活动， 希望通
过本次活动，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让
更多的长者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提高艺术修养，老有所得；同时，作
为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 德伦口
腔也提醒广大老年朋友注重自己的口
腔健康，增强口腔卫生保护意识，提高
晚年的生活质量。

现场精彩纷呈，游戏互动不停

瑜伽舞蹈水平高

经过紧张角逐，广东老年大学艺术团
的舞蹈瑜伽《绒花》、广州红豆艺术团的弦
乐四重奏《我和我的祖国》、如意艺术团的
《共和国之恋》分别获得冠亚季军。他们将
进入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单位为本
次参赛的优胜团队给予包括奖金、证书的
奖励。 为鼓励更多团队参赛，活跃现场开
心气氛，主办方之一的德伦口腔还在现场
准备了丰富的礼物和现金红包，让全场活
动在欢笑中不断推上高潮。

花开老来俏，最美不过夕阳红

高水平的弦乐四重奏

本次大赛共举办5场初赛， 决赛安排在12月31
日举行。 本次比赛是广州本地群众性文化表演活动
中水平最强、档次最高的比赛之一，6场比赛均安排
在星级酒店举行。 除了11月份举办的两场初赛外，
12月份将继续举办3场初赛，比赛时间安排如下：

目前各场初赛团队招
募工作正在进行，如有意参
与本次比赛 ， 请扫描右边
“羊城晚报老友记俱乐部”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了解更
多活动详情 。 咨询电话 ：
87133080（办公时间）

12月继续，比赛招募中

比赛时间 比赛地点
12月11日下午 嘉逸皇冠酒店三楼皓景厅
12月19日下午 华泰宾馆三楼宴会厅
12月26日下午 嘉逸国际酒店三楼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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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干干：人工泪液能经常用吗？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张秋霞

橘子&橙子，吃哪个更有益？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许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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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红了，橙
子也上市了。 要如
何 吃 橘 子 和 橙 子
呢？ 听听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番禺院区中医科副
主任中医师郑艳华
怎么说———

瑜伽舞蹈水平高

花开老来俏，最美不过夕阳红
在当天初赛节目中，唯一一个器乐节

目来自广州红豆艺术团， 弦乐四重奏，小
提琴乐声宛转悠扬， 中提琴则深厚黯淡，
四人和谐演绎《我和我的祖国》。 众所周
知， 小提琴是最难学的十大乐器之一，没
有童子功是很难掌握好这门乐器的。 所
以， 他们一出场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
注。

原来， 这只队伍来自广州红豆艺术
团，团长李日明向笔者表示，从退休后就
一直想做一点事，充实老年生活。“我 6 岁
起就喜欢拉小提琴，后来也学习过民族舞
和交际舞。所以退休后就开始组建红豆艺
术团，旗下有 30 多位学员，有器乐队、舞
蹈队，从周一到周六自己都有安排，不是
带领学员去文化馆排练，就是教授小朋友
小提琴。 每年也参加不少才艺比赛。 这次
特别感谢羊城晚报老友记俱乐部提供这
样一个机会，让我们有了展示自己，锻炼
自己的平台。我们老年人现在就是一个健
康、向上、快乐这样一个生活状况。 ”

现场精彩纷呈，游戏互动不停
初选赛场，老年人动人的歌声、精彩

的才艺、豪放的激情，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让大家体会到长者可贵的精气
神。 经过紧张角逐，广东老年大学艺术团
的舞蹈瑜伽《绒花》、广州红豆艺术团的弦
乐四重奏《我和我的祖国》、如意艺术团的
《共和国之恋》分别获得冠亚季军。他们将
进入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单位为本
次参赛的优胜团队给予包括奖金、证书的
奖励。 为鼓励更多团队参赛，活跃现场开
心气氛，主办方之一的德伦口腔还在现场
准备了丰富的礼物和现金红包，让全场活
动在欢笑中不断推上高潮。

12 月继续上演精彩，比赛招募中
本次大赛共举办 5 场初赛，决赛安排

在 12 月 31 日举行。本次比赛是广州本地
群众性文化表演活动中水平最强、档次最
高的比赛之一，6 场比赛均安排在星级酒
店举行。 除了 11 份举办的 2 场初赛外，
12 月份将继续举办 3 场初赛， 比赛时间
安排如下：

目前各场初赛团队招募工作正在进
行，如有意参与本次比赛，请扫描以下“羊
城晚报老友记俱乐部” 微信公众号二维
码 ， 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 咨询电话 ：
87133080（办公时间）。

最美不过夕阳红,欢乐同在老友记

羊城跨年艺术盛典
———“金色年华达人秀”才艺大赛开锣

羊城晚报老友记俱乐部是一个汇
集爱玩、有趣、热爱生活的长者群体交
流、互动的平台。 加入我们，即可参加
丰富多样的精彩活动，和老友记们“一
起玩，更开心”，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寻找不一样的生活乐趣！ 扫描上
方二维码，了解更多俱乐部活动！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为了展现现代中老年人积极向上
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 传播老年
人健康、自信、积极向上的生活态
度，带动社区建设健康、和谐、文
明新风气。11 月 27 日，由羊城晚
报品牌传播中心、 广东省老年文
化协会、广东老年大学、德伦口腔
联合主办， 羊城晚报老友记俱乐
部承办的“跨年艺术盛典———金
色年华达人秀“初赛开锣。

据了解，本次大赛设舞蹈类、
合唱类、综合类（器乐、小品、朗
诵等）、 时尚走秀类四项内容，本
场初赛吸引了十多支艺术团近
300 名选手参与比赛。

老年人精神生活充实， 发挥
余热，老有所乐，享受当下最美的
金色年华，不啻为人生一件乐事。
离比赛开始还有两个钟， 海员宾
馆四楼已经是热火朝天。化妆、换
服装、搬乐器、走台……老人们紧
张而有序得做准备工作， 忙得不
亦乐乎。

比赛当天赛场氛围瞬间热
烈， 各个艺术团带来了富有特色
而又精彩节目， 从歌舞到弦乐四
重奏，从瑜伽到相声小品，比赛节
目精彩纷呈。 经久不衰的经典男
生小组唱《啊， 我的弱水河》、柔
中带刚的二人水兵舞《我爱你中
国》、飒爽英姿的歌伴舞《阳光路
上》、 妩媚多姿的旗袍秀油纸伞
《水乡新娘》、 载歌载舞《情深谊
长》……精彩纷呈，实实在在地展
示老年人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
活，现场笑声、歌声、掌声不断，
推动现场气氛一阵高过一阵，整
个场面热闹非凡， 一幅其乐融融
的画面。

在初赛现场，气氛热烈，老人
们个个身着盛装，满面笑容。具有
特色的民族服饰、 典雅的旗袍油
纸伞、 大小提琴演奏乐器……南
新艺术团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拉
开了本届金色年华达人秀比赛的
帷幕。

文 / 华章

比赛时间 比赛地点
12 月 11 日下午 嘉逸皇冠酒店三楼皓景厅
12 月 19 日下午 华泰宾馆三楼宴会厅
12 月 26 日下午 嘉逸国际酒店三楼宴会厅

高水平的弦乐四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