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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看牙补贴发放，助力老人种新牙
“广东省爱牙工程”派福利，即日起致电 020-8375� 2288 申领 5000 元种牙补贴，抢 0 元种植牙方案设计名额，

享博硕学位种植名医亲诊，免挂号费、专家会诊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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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 张忠德教授

小便涩痛小腹胀，脾肾阳虚惹的祸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沈中

医案 林先生，33 岁，小便涩痛小腹胀 1 年余
白领林先生 33 岁，经常在

办公室一坐就是一天， 厕所也
不去几次。 近 1 年来隔三差五
出现排尿时涩痛， 常觉得小腹
胀。 太太得知后， 心想湿热导
致，就煲车前草、菊花等清热解
毒利湿类饮品， 一喝就是大半
年。起初有所缓解，但近来不管
用了。林先生常觉口淡，喜吃煎

炸、麻辣类重口味食物，吃完症
状又加重。 就诊于某医院被诊
断为前列腺炎， 经规范治疗后
有所缓解，但还是会小便涩痛。
近来还腰酸腰痛，经常怕冷，别
人在空调房里优哉游哉， 他却
觉得冷。 近段时间还比以前爱
出汗了，大便也不成形，于是向
德叔求治。

德叔认为，林先生小便涩
痛不适， 根本原因在于脾肾
阳虚。 林先生喜食生冷辛辣，
刺激脾胃，对脾胃造成负担，
脾的运化水湿功能变弱，排
不出的水液积聚在体内。 又
因工作忙碌，经常憋尿，久坐
日长， 体内的水液和尿液会
郁而化热，化为湿热。 湿邪像
水一样往下流，贮存在膀胱，

导致了排尿时疼痛。 治疗上，
由于林先生病程日久， 虚实
夹杂，但以虚为多见，德叔先
从根本上入手， 加强脾和肾
的温化水湿能力 ， 然后稍微
用点帮助消散蓄积在膀胱下
焦湿热之邪的中药 ， 标本兼
治。 前后间断治疗两周余，饮
食上给予指导，小便涩痛、怕
冷、腰酸等明显缓解。

德叔解谜 脾肾阳气虚弱，湿热注于下焦

白露时节 ， 阴气逐渐加
重。 广州白天依然炎热，但早
晚变凉， 此时不宜暴露少衣，
腹部及腿脚等下半身尤需注
意保暖。 德叔建议，少吃西瓜、
哈密瓜、青瓜、苦瓜、海带、豆
腐 、 西洋菜等寒凉的瓜果青

菜。 平时可配合艾灸疗法缓解
症状，选中极、关元、太溪、三
阴交等穴 。 具体操作方法如
下：将点燃的艾条置于离皮肤
2～3cm 处，进行熏灸。每个穴
位灸 10～15 分钟，1 周灸 2～
3 次。

预防保健 告别生冷，配合艾灸

材料：猪脊骨500克，巴戟天
20克，花生60克，炒白术20克，枸
杞子20克，生姜3～5片，精盐适量。

功效：补肾健脾除湿。
烹制方法：诸物洗净，猪脊

骨切块，放入沸水中焯水；将上
述食材一同放入锅中，加入清水
1500毫升（约6碗水量 ），武火煮
沸后改文火煲1小时， 放入适量
精盐调味即可。此为2～3人量。

德叔养生药膳房 巴戟天核桃煲猪脊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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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牙危害大，补救要及时
很多人觉得缺一两颗牙没什么，然后慢慢地缺失

的牙齿会越来越多。 广东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
会常委、德伦口腔集团医疗副总裁兼东风总院技术院
长徐世同提醒道：“缺牙要及时补救，因为牙齿是互相
依靠并排站的，缺了一颗牙，旁边的牙齿会失去依靠

而长歪，牙齿长歪以后，进而导致蛀牙、牙周病、牙槽
骨萎缩，旁边的牙齿也会逐渐松动、脱落！ ”

古稀老人种新牙，晚年享口福
79 岁的陈伯伯一直饱受缺牙的困扰，全口仅剩寥

寥几颗牙齿，脸颊凹陷更显苍老，讲话口齿不清阻碍
日常交流，缺牙咀嚼吃饭都成问题，导致身体因营养

不良而日渐消瘦。
家人对此十分着急，多方寻医问诊终于来到了德

伦口腔看牙。
经过一系列口腔检查及德伦口腔博硕学位口腔专家

的联合诊疗，专家团队为陈伯伯量身定制了数字化无牙颌
亲骨即刻修复种植牙方案，配合智能化重建全口新牙。

广东省惠民看牙补贴正式发放
“广东省爱牙工程”是由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协

办、广东省老年基金会为指导单位，德伦口腔为承办
单位及唯一技术指定单位的援助活动，为让更多市民

“看好牙 ， 易看牙”， 推出系列补贴政策 ， 拨打
020-8375� 2288 申领补贴：

● 看牙福利：71 元抵 7100 元
● 0 元种植牙方案设计【限量 100 名】
● 0 元数字化口扫检查【限量 100 名】
● 0 元博硕学位口腔专家挂号费【限量 100 名】79 岁的陈伯伯种完牙后为种植医师点赞 数字化诊疗中心看牙更精准 专业的口腔诊疗服务 博硕学位口腔专家一对一亲诊

Tips
中极穴：位于小腹部，肚脐下4寸（约一个手掌的宽度）。
关元穴：位于小腹部 ，肚脐下 3寸 （约除拇指外

四个手指的宽度）。
太溪穴：位于足内侧，跟腱和内踝之间的凹陷处。
三阴交穴：位于小腿内侧，内踝尖直上3寸，胫骨后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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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心血管疾病在
冬季容易发病， 民间也常常有关
于“心血管疾病患者如何安全过
冬”等话题的讨论。 然而，中山大
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心血管内科副
主任陈样新教授提醒，因为生活、
饮食等习惯的不断改变， 夏秋交
替的时节也成为心血管疾病的高
发季节，尤其立秋以来，医院心血
管疾病门诊、急诊、住院的患者数
也呈现增加的趋势， 而且越来越
多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也容易受到
心血管疾病的困扰。因此，白露时
节的心血管问题需要引起大家的
重视。

为什么心血管问题容易在这
个时节“找上门来”呢？ 这是因为
夏秋季节人们户外运动少、 补水
不及时，导致血液黏稠度高；睡眠
时间短、 血糖控制难以及昼夜温
差大，感冒、流感等疾病增加，诱

发心血管疾病急性发作或加重。
那么， 广大市民应该如何有

效地降低季节转换对心血管健康
带来的不利影响呢？ 陈样新教授
认为， 以下的几个方面可以成为
大家在转季时护卫心血管健康的
有效途径：

1.留意气候变化，预防各种
感染。

感染是诱发心衰的首要原
因， 而夏秋季节的多变气候又是
感染性疾病多发的“天然温床”。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本身抗病能力
较差， 心脏承受负担的能力也较
弱，因此需要特别“小心”因为气
候变化引起的各种传染性疾病。

2.适当户外运动，同时要注
意补充水分和必要的电解质。

运动不足或大量排汗后忽视
了补水，容易导致血液黏稠，引发
血栓。 虽然炎热的天气还未完全

过去， 但长期缺乏户外锻炼也会
导致免疫力下降等问题。

3.保持情绪平稳，出现症状
要及早医治。

情绪激动会引起交感神经
兴奋 ，导致心跳加快 、心脏负担
增加。 因此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
可过分激动， 一旦出现心慌、胸
闷 、胸痛、憋气等症状时要及早
就医。

4.饮食上不要有太大的变化。
不少朋友到了秋天会在饮食

上“进补”，饮食上的结构变化实
际上不利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季
节过度。每餐的膳食中，应保证荤
素搭配，蛋白质、脂质、碳水化合
物、维生素、纤维素等各项涉入都
不可忽视。

5.尤其应该避免熬夜。
这既包括尽量不要太晚睡

觉， 也包括尽量不要在晚上吃消

夜。另外，心血管疾病容易在夜间
和晨起多发， 这和夜间血容量不
足、血液黏稠度高，容易形成血栓
有关， 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作息
习惯，并注意补水。

6.充分了解发病前兆，把握
就医最佳时机。

心血管疾病患者， 也包括一
些既往尚无明确的心血管疾病的
朋友， 需要关注和了解一些心血
管疾病的发病先兆。 如心梗发作
前常常会有胸闷、胸痛、活动耐力
下降等前驱症状，尤其从无到有、
从轻到重、从稀发到频发、从短时
到持续、 从活动后发作到静息下
也发作等情况的时候， 要提高警
惕，最好提前就医。

除了以上 6 个方面， 陈样新
教授还提醒各位心血管疾病患者
朋友， 心血管疾病基本都是需要
长期防控的慢性疾病。 有心血管

基础疾病的患者， 无论气候如何
变化， 都需要注意坚持合适的药
物治疗，即使需要调整，也需要咨
询专业的心血管病专家的意见，
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调整， 而不能
自作主张， 药物治疗是不能被替
代的重要防治方式。

随着各类学校开学，人员流
动性和聚集性大幅增加，广东疾
控提醒：9 月务必提防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诺如病毒感染、手足
口病等 3 种疾病。

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按照《高等学校、中小学校
和托幼机构秋冬季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的要
求，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学生养
成和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
手卫生，如勤洗手或使用速干手
消毒剂； 避免用手触摸口眼鼻；
跟同学尽量保持在 1 米以上距
离，不串班，不扎堆；打喷嚏或咳
嗽时要用手肘捂住口鼻，并及时
洗手。

积极配合学校的体温探测
和健康监测。 每天自我观察健康
状况，年龄较小的可由家长对孩
子进行健康监测。 如出现发热、
咳嗽、乏力等任何不适时应及时
告知老师或家长， 不要带病上
学。 能步行上下学的尽量步行，
如确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应
全程配戴口罩，减少接触公共物
品。 从公共场所返回室内后尽快
洗手；放学后不聚会、不聚餐，避
免到人多拥挤和空间密闭的场
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防诺如病毒感染

9 月随着各类学校开学，广
东省因诺如病毒感染引起的暴
发疫情风险较高，校园防病要做
到以下要点———

学生健康管理：做好学生个
人健康管理、晨检、因病缺勤登
记、开窗通风和环境消毒工作。

厨工健康管理：加强对厨工
的健康管理，制作食物和配餐过
程中要佩戴口罩和做好手卫生，

有消化道症状要暂时调离岗位。
饮用水管理：做好饮用水的

管理，做到烧开后饮用。
病例管理：一旦出现呕吐 、

腹泻症状的病人， 要立即就医
并隔离，做好呕吐物处理，做好
清洁消毒； 病例持续增多应立
即向主管部门和属地疾控机构
报告。

防手足口病

据了解，广东省手足口病流
行强度较 8 月有所增加；随着学
校、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开学季
来临，存在暴发风险。 重点人群
是 5 岁及以下儿童。 防病应注意
以下几点———

勤洗手：饭前便后、接触孩
子前、处理粪便及呕吐物后均要
及时洗手。

勤通风 ： 每天要开窗通风
2－3 次，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

勤消毒：清洗、消毒孩子使
用的餐具、奶瓶、奶嘴、玩具和其
他物品。

勤观察：留意孩子口腔、手、
足、 臀部等部位是否有皮疹，如
有，则尽早就医。

打疫苗 ：EV71 是更容易导
致手足口病例发展为重症甚至
死亡的病毒型别，接种 EV71 疫
苗可有效预防 EV71 感染引起
的手足口病。

预防上呼吸道感染
三项纪律

朱延华介绍， 秋季天气渐渐
变凉，有些地方日夜温差大，体质
差的人可能就适应不了， 容易生
病。 其次空气干燥容易伤害上呼
吸道的黏膜屏障， 发生上呼吸道
感染， 同时干燥的环境中病毒活
性增强，加之秋季风力普遍较大，
伴随秋风的推动， 病毒自然就被

人通过呼吸吸入到体内产生疾
病。所以，秋季逐渐进入呼吸道疾
病的高发季节， 专家提醒同学们
一定要提高警惕。

气温变化，记住保暖：随着温
度的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感冒与天
气和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关联，我
们常说感染了风寒就是指上呼吸
道感染。 上体育课及运动出汗后，
尽快擦干汗水，更换衣服。 晚上空
调不开得太足， 注意温度适宜，可
以开点小窗，及放两块湿毛巾增加
湿度，不然容易受凉感冒，空气过
于干燥加上秋天的干燥气候容易
嗓子干，诱发流鼻血等。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适量
运动和足够休息，特别是少熬夜。
因为熬夜会导致身体的抵抗力和
免疫力下降，更容易患上感冒。增
加身体锻炼， 因为通过运动和锻
炼可以大大增加身体的素质和提
升身体的免疫力， 增加身体抗病
的能力， 所以秋季也要多做一些
户外运动。 勤洗手，勤通风，饭前
便后要洗手，吃好一日三餐。

搞好环境卫生： 注意寝室环
境清洁。房间要经常通风换气，保
持空气的新鲜。 不要去相对封闭
的空间。尤其是抵抗力差的人群，
不要去医院、商场、超市等人口集
中、场所相对封闭、空气流通不好

的地方。尽量少外出，减少外界接
触，保持社交距离。

预防急性胃肠炎的
八项注意

秋季是急性胃肠炎发病率较
高的季节。 其发病原因是由于吃
进了含有病原菌及其毒素的食
物，或饮食不当，吃了有刺激性不
易消化的食物而引起胃肠道黏膜
急性炎症性改变。

把好进口关： 很多的疾病都
是吃出来的，小心病从口入，胃肠
性的疾病更是跟吃密切相关，所
以， 一定要对食物进行彻底的清
洁， 生吃的蔬菜和水果要洗干净
后再吃， 以免造成农药中毒和急
性胃肠炎。

把好食物关 : 不要吃太凉的
食物， 也尽量避免过于辛辣的食
物，不吃过期的食物。不论是节日
期间还是平常一定要避免暴饮暴
食，要做到起居饮食有度，每餐要
控制进食量，要有所节制。

把好时间关：按时就餐、不吃
剩饭菜，如果吃剩饭菜，一定要彻
底加热，防止细菌性食物中毒。

把好质量关：选择食品时，要
注意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不
买无证小摊的食品， 不买校园周

边、街头巷尾的“三无”食品，不吃
过期或变质食品。 少吃油炸、烟
熏、烧烤的食品，这类食品如制作
不当会产生有毒物质。

把好水果关： 尽量少买切好
分装的果盘， 少买冰箱保鲜及冰
冻的无包装及保质期的食物与水
果，冰箱是滋生细菌的温床，冰冻
西瓜好吃还需悠着点吃， 吃了这
类食物极易发生急性胃肠炎。

把好饮水关：平时适当饮水，
每天 1.5 升， 有运动出汗适当增
加饮水量，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
一些饮料含有防腐剂、色素等，经
常喝不利于我们的健康。 切记不
喝生水，运动后不喝冰冻饮料，要

喝温开水。 冰冻刺激性的食物易
引起胃肠道黏膜急性炎症性改变
导致急性胃肠炎和消化不良。

把好作息关：保证规律作息
时间，不熬夜。 熬夜降低人体免
疫力，使人体更容易生病。 同时
因为夜晚人体饥饿素分泌增加，
故容易产生饥饿感， 想吃夜宵，
故增加饮食不节发生急性胃肠
炎的可能，及导致人体代谢紊乱
的可能，例如体重增加 ，导致肥
胖的发生。

把好卫生习惯关： 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 ，做到“二常 ”：常洗
手、常剪指甲。记得饭前便后要洗
手，预防“菌从手来，病从口入”。

开学季，三项纪律八项注意防高发病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周晋安

“开学一周了，发热
门诊陆续有广州部分
学校发热的学生前来

就诊，急坏了学校的老师和学
生家长。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参与发热门诊工作的内
分泌科副主任医师朱延华
说， 目前大学生发热的高发
原因为急性扁桃腺炎和急性
胃肠炎。 急性扁桃腺炎主要
为受凉感冒导致咽喉肿痛伴
发热； 急性胃肠炎主要为吃
坏东西，导致恶心、呕吐、腹
泻出现发热。 那么，这个开学
季，要如何预防高发疾病呢？

9 月开学季，
广东疾控提醒防控这三种疾病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粤疾控

我国癌症发病占比、 死亡占
比均为全球第一。 一旦得知得了
肿瘤，很多人就会做“选择题”。有
的人会首选西医， 西医说没的治
了再找中医； 有的则走向另一个
极端，认为西医治疗副作用大，坚
持纯中药治疗。 其实，面对肿瘤
的治疗应该是道“加法题”，西医
与中医结合治疗癌症可以优势互
补、减毒增效、标本兼治，只不过
不是 1+1=2， 而是 1+1>2。 这是
近日在广州举行的“第十八届全
国肿瘤综合治疗新进展学术大会
国医大师、院士高峰论坛”上传递
的理念。

中医、西医治癌各有利弊

为何说肿瘤治疗不应该做
选择题，而应该做加法题？本次大
会的执行主席、 著名中医肿瘤学
家及中西医结合临床肿瘤学家，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

院长林丽珠教授解释， 癌症的治
疗西医手段包括手术、 化疗、放
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这些
治疗方式的优势体现在肿瘤的局
部 控 制 比 较 好 ， 但 不 足 体 现
在———“无瘤生存”的理念有可能
导致对肿瘤的过分治疗、 疏于全
身的机能调整、 某一种治疗手段
仅对部分患者有效（比如说，靶向
治疗仅适用于部分驱动基因突变
的患者、 免疫治疗不适用于免疫
状态差的患者、 部分患者对放疗
不敏感）、毒副作用严重影响生活
质量甚至导致治疗中止、 耐药发
生率较高等。

对于西医手段的许多不足，
中医恰恰可以弥补， 不仅可以减
毒，还可以增效。 比如说，中医药
可有效解决化疗药、靶向药、免疫
治疗时可能会出现的恶心、呕吐、
骨髓移植、腹痛、皮疹、肝功能损
伤等副作用；中医药联合化疗药、
靶向药、 免疫治疗能起到减缓耐

药、协同提高疗效的作用。 但中
医并非完美无缺， 其缺点就是杀
伤力弱、对局部瘤体控制不明显。
而中医治疗存在的不足， 又恰好
是西医手段的长处。

中西医结合治癌，双剑合璧

林丽珠教授总结说，西医善
于局部肿瘤杀灭，可治标、祛邪；
中医善于全身整体调节 ， 可治
本、扶正 。 这样看来，中西医结
合 、 多学科综合治疗癌症犹如
“双剑合璧 ”，且 1+1>2，可起到
全身和局部治疗的统一，在延长
患者生存时间的同时，也能提高
其生活质量。 “这不仅仅需要
患者转变观念，许多医生也需要
转变观念”，林丽珠教授说，这次
大会旨在为业界专业人士提供
更多的交流机会，找准中西医结
合的切入点 ，在中医传承 、守正
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治疗肿瘤你还在做“选择题”吗？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张秋霞 陈壮忠

少运动、不补水、常熬夜？ 警惕心血管病“找上门”！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黄睿、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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