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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位去体检，10 个人可能七八个
都查出有乳腺增生，那么乳腺增生到底要
不要治疗？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
科黄梅主任介绍， 乳腺癌好发年龄为
40～60 岁患者，其中一部分患者有乳腺增
生病史。 临床认为乳腺癌的发生有以下路
径： 乳腺单纯增生→囊性增生→不典型增
生→乳腺癌，因此，重视乳腺增生病的防治
对预防乳腺癌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梅主任介绍，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
判断乳腺增生需不需要治疗以及如何治
疗主要的依据是患者的增生是否有较高
的乳腺癌风险。

如果近期风险较高，可以选择手术治
疗；如果远期风险高，可以选择服用药物
进行预防，通常服用五年。

判断风险主要依据影像学诊断，例如
钼靶、超声检查等，并结合是否有乳腺癌
家族史、 是否合并 BRCA 基因突变等等，
这些标准包含一定程度的主观成分，不同
的医生解读可能不一致。

在中医看来， 乳腺增生的临床表现，如
乳房肿块、 乳房疼痛等不是单纯的乳房问
题，而是机体气血阴阳不和、脏腑功能紊乱
的表现，因此乳腺增生的患者除了乳房症状
外还常常伴有情绪失调、睡眠欠佳、头痛、胃
肠道不适、 月经失调等等一系列全身症状，

这是机体给我
们发出的信号，
我们应该及时给
予相应的治疗，使机
体恢复“和”的状态。

黄梅主任提醒， 这种调
整的获益不仅限于乳房疾病，很多患者经过
治疗，在乳腺增生改善的同时，情绪、睡眠、胃
肠道功能都好转了，机体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临床应该发挥中西医各自的优势，在
乳腺增生病的不同时期采取不同方法介
入：大部分乳腺增生病通过中医的方法就
可以有满意的效果，部分经影像学评估乳
腺癌风险较高的病灶可以选择手术治疗。

“四高”人群能不能愉快地过节
文 / 记者 陈辉

专家简介:刘友章
出身中医世家，1984 年考

取国医大师邓铁涛研究生，全国
知名中医专家、 国家二级教授、
一级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博
士后合作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留
学回国，历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二內科、 大内科主
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消化学科
带头人。擅长中西医结合非手术
疗法治疗肝胆脾胃病、不育不孕
症、糖尿足，痤疮、甲亢、中风、眩
晕、头痛、久咳、痛风、慢性肾炎。
在养生调理、肿瘤康复、美容养
颜、治疗重症肌无力、肌萎缩侧
索硬化症、疑难皮肤病、久咳、慢
性鼻炎等有独到之处。

出诊时间：周五下午至晚上：
15:00-21:00（紫和堂德和国医
馆）； 周六下午：14:30-17:30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门诊南楼名医区七楼）

春节即将来临，可是“四高”
人群 （即高尿酸 、高血压 、高血
脂 、高血糖人群 ）每年过节聚餐
时，如何既可享受美味又不损健
康？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刘友章教授为您支招：

管住嘴不是什么都不能吃

刘友章教授说，其实说管住
嘴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吃，比如说
有高尿酸的患者要少吃内脏、海
鲜、豆类、菇类等食物，高血压
人群要少吃煎炸、 燥热的食物；
高血脂人群要少吃油腻及过甜
食物 （糖容易转化为脂肪 ） 等；
高血糖人群要少吃南瓜 (刘教授
强调南瓜并不降糖 ）、 地瓜、面
制品、稀饭、水果、甜品、饮料。
酒则上述四高人群要尽量少饮。
还有科学选择食材及合理搭配
食品也很重要， 如甜瓜排骨黄
豆、 响螺汤对于高血压、 高血
脂、高血糖的病人就不失为一道
好汤。

但这些所谓禁忌的食物也
并非是“毒药”，如果实在想吃，
少吃点没问题。

健脾消滞降脂方可当茶饮

最后刘友章教授还推荐了
一个健脾消滞降脂方，四高人群
可以在过节期间煲了当茶饮。神
曲 30 克、 山楂 15 克、 麦芽 30
克、内金 15 克、谷芽 30 克、陈

皮 10 克、薄荷 5 克。 其中麦芽
可以消面食导致的积食，谷芽可
以消谷食导致的食滞，山楂可以
消肉食导致的食滞，神曲也可健
胃消食， 煲好前五分钟加点陈
皮、 薄荷有行气醒脾化浊功效，
让消滞效果事半功倍。还有柠檬
绿茶也是消滞的好饮品。

“脑卒中的防与治”健康讲座欢迎你

入冬以来，医院神经科的中老年病人
剧增。 其中脑中风病人占了相当大比例。
脑中风是我国居民死因的第一位。 我国
40 岁以上人群中风患者年轻化趋势明
显， 愈后存活人群中 70%留有不同程度
的残疾，给家庭、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
负担。 如何遏制卒中发病率、复发率快速
上升的趋势？ 如何在急性期及时诊治降
低卒中致残率及死亡率？ 欢迎你参加相
关的健康讲座。

主办： 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脑卒中
中心（脑科 2 区）

协办：羊城晚报老友记俱乐部
支持：越秀银幸颐园（赤岗）养护院
时间：1 月 17 日 （周五下午 ）15:00-

16:30
地点： 番禺区桥南街福愉东路 8 号

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脑卒中中心 （脑科 2
区）2 号楼 6 楼健康教育室。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张 华
通讯员 黄月星

乳腺增生到底要不要治疗

常食黑豆，百病不生！
黑豆煲汤，补益肝肾，强筋健骨！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 辉
通讯员 张秋霞

爱心高铁专列即将启程
香雪“爱·回家”伴 600 名大湾区奋斗者回家过年

香 雪 制 药 等 爱

心企业获 “2020 爱·
回家春运公益行爱

心企业”牌匾

快 递

小哥陈金

贵获赠免

费回乡票

非常开心
一年一度的 “爱·回家” 春运公益

爱心联盟活动正式启动

600 名
大 湾 区 奋

斗 者 获 赠

免 费 回 家

高铁票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映平
实习生 谢佳熳

1 月 10 日，为期 40 天的春运的大
幕开启，春运首日，一年一度的返乡大
潮又开始了。 据了解，本次春运全国旅
客发送量将达到约 30 亿人次，春运回
家路漫漫，对不少外来务工人员而言，
总是一票难求。

为给大湾区奋斗者们送上温暖祝
福， 帮助他们顺利踏上回乡路， 香雪制
药、 大参林等 35 家爱心企业共同打造
“爱·回家”春运公益爱心联盟，帮助外来
建设者们圆春节回乡团圆梦。 赠票仪式
春运首日（10 日）在香雪制药总部举行。

这次活动由腾讯新闻广东和香雪
制药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 广东省文
明办、广东省扶贫办、广铁集团等单位
任指导单位，活动也得到了大参林、广
东医药直配商业联盟、立丰医药、海王

星辰、老百姓、金康药房、21 世纪药店
等 35 家医药企业组成的爱心联盟单
位的支持， 他们形成强大的春运爱心
联盟， 帮助外来务工人员顺利返乡与
家人团聚。

今年的“爱·回家”项目继续以珠
三角为招募地，为湖南、湖北两地投
身大湾区建设的奋斗者们免费提供
返乡过年高铁车票 600 张，帮助他们
解决返乡的问题。 此外， 作为本次

“爱·回家”公益项目的发起者，爱心
企业香雪制药事业部总经理谭光华
代表企业在致辞中首先感谢了合作
伙伴对本项目的倾力支持。

同时，谭光华还表示，作为一家
制药企业，香雪一直将公益作为自身
履行企业责任的重要体现，通过打造
爱心联盟，开行爱心专列，助力粤港
澳大湾区奋斗者们返乡过年，针对冬

季流感高发的情况， 香雪制药还将
为广州、深圳群众提供价值 30 万元、
1 万人份防流感健康福包， 其中包括
国家流感储备用药抗病毒口服液等
产品和用品。 让他们预防流感和远离
流感的侵扰，健健康康踏上回家路。

启动仪式上， 一名大湾区奋斗者代表
快递小哥陈金贵出席并激动地坦露心声。
来自湖南长沙的陈金贵十年前只身一人
来到广东，在广州奋斗打拼，如今在广州
市黄埔区做快递小哥已有两年。“今年不
敢想能回家， 因为回家的票难买且贵，我
最多是两年回一次， 都是坐大巴或者火
车，上次回家已经是前年的事了。”33 岁的
他家人都在老家乡下，他表示能乘坐爱心
高铁专列免费回家，非常开心，当时一获
悉得到免费赠票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家
人；同时他表示，平时工作苦些累些也习
惯了，非常感谢香雪制药等爱心企业对外
来务工人员的关心之举，令他和不少在外

多年的工友能开心无忧回乡过年。
据悉，1 月 15 日， 由香雪制药发起的

春运爱心专列将从广州南站发车，与此同
时，陈金贵等 600 名奋斗者也将随爱心专
列一同返家与家人团圆。

广东作为外来务工人员集
中的地区之一，广东的春运一
直都是全国关注的焦点，人潮
呈现着“节前返乡，节后进城”
的特点。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奋
斗者来到这片沃土， 投入到湾
区建设的队伍中。 积极投身社
会公益事业的香雪制药， 一直
关注外来奋斗者春运返乡的问
题，从 2017 年开始，连续四年
打造“爱·回家”春运公益项目，
开行爱心专列帮助更多有困难
的人实现春节团圆的梦想。

据了解，香雪制药作为一家
广州本土企业，一直坚守“厚生、
瑧善、维新”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在坚持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
同时， 更加注重以公益回报社
会。 在历次非典、甲流、汶川地
震、东南亚海啸、广州亚运、广
东扶贫济困、广州慈善、春运公
益、 教师节公益等慈善公益行
动中， 香雪公司累计向各级政
府和慈善机构捐款捐物价值上
亿元。 而“爱·回家”春运公益项
目， 获得 2019 年广州慈善会与
有关单位的公益创新奖荣誉。

近日，冷空气南下，广州降
温明显。 虽然温度不低，但节气
在“三九天”里，夜里寒气重，容
易损伤肾中阳气。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
部中医师李欣指出， 如果人体
出现肾阳亏虚， 就会出现一系
列机能衰退和老化的现象，因
此在冬季， 即便在南方如此的
暖冬，依旧要注重养肾补虚，增
强人体抵御寒冷的能力。

材料（3-4 人份）
黑豆 100 克、杜仲 15 克、猪尾一条 、瘦

肉 150 克、生姜 3 片。
做法：
1、先将材料洗净，黑豆清水浸泡；
2、猪尾斩成小段、焯水；
3、汤锅中加入适量清水煮沸 ，放入所

有材料 ， 武火煮沸后转文火煮 1 小时 ，食
用前调味即可。

功效：益精养血、补肾强腰。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介绍“常食黑

豆，百病不生”，对黑豆评价极高。 中医认
为，黑豆味甘，性平，功擅益精明目、养血
祛风、利水、解毒。 其强筋健体的作用有赖
于黑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及多种微量
元素，对延缓衰老、美容护肤、降低血液黏
稠度等非常有效，对预防骨质疏松也大有
帮助。

而中药材杜仲能补肝肾、强筋骨、调节
血压，用于治疗腰膝酸软、筋骨无力。 另
外，杜仲还有安胎功效，因此孕妇也能食
用。 搭配猪尾煲汤，以形补形，增强补腰
力、强筋骨、补肾固精之功。

本汤品适用于肝肾不足、肾虚腰痛、
筋骨无力、水肿尿少、精血不足 、须发早
白等症，对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也有辅助
疗效。

推荐食疗方 黑豆杜仲煲猪尾 黑黑豆豆杜杜仲仲猪猪尾尾汤汤

600 名奋斗者获赠免费回家高铁票

奋斗者免费回家过节笑开颜

香雪制药连续四年打造“爱·回家”春运公益项目回报社会

？

主题2：
战胜卒中、重在预防

专家简介：彭志强 ，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脑
卒中中心负责人，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教授 、硕士
研究生导师 、医学博士 ，擅长脑血管病 、癫痫和
脑、脊髓肿瘤的显微手术和神经介入治疗。

主题 1：
如何快速识别脑卒中？

专家简介：李巧薇 ，广州市番禺中心医院脑
卒中中心 （脑科 2 区 ）副主任 ，广州市番禺区康复
研究所副所长 ，主任医师 ，广东省卒中学会理事 。
从事神经内科工作 20 年 ，专长是脑中风 、痴呆 、
各类头痛头晕症、帕金森病 、癫痫 、焦虑 、抑郁 、失
眠等疾病的诊治。

（文/ 陈映平 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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