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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舒适种植牙，助市民安享晚年！
“广东省爱牙工程”派福利：缺牙市民10月拨打020-83752288申领5000元/颗种牙补贴，抢0元种植牙方案

设计名额，享博硕学位种植名医亲诊，前100名预约到院免挂号费、专家会诊费！ 文/丁香

德叔养生药膳房 乌鸡松仁煲陈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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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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降来喘难平，
调好脾肾得安宁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沈中

陕西人高伯长期居住在
北方，风沙较大，年轻时工作很
拼命，还爱抽旱烟，早早落下病
根。10年前开始反复咳嗽，
痰时有时无。开始自己吃点
药对付，后来慢慢需要去医院
打吊针。近几年不止咳嗽咯
痰，还出现了气喘，走不了长路

爬不了楼。到医院一检查肺功能，
原来得了慢性阻塞性肺病。这两
三年秋冬季节都特别难熬，咳喘
一发作就需要住院，还会胃胀、嗳
气、怕冷、夜尿多，稍微吃点寒凉
物就会拉肚子。看了德叔科普专
栏，不远千里赶来看德叔，希望在
冬季之前用中医把身体调好。

医案 高伯，62岁，咳喘10年

高伯的咳喘西医叫做慢性
阻塞性肺病，中医称为喘证，
也叫肺胀，都是很形象的叫
法。经常气喘吁吁，活动后尤
甚，那就是喘证；喘得时间久
了，肺就像一个吹满气的气球
一样，胸腔膨大，就是肺胀。
喘证和肺胀在中医看来与肺、
脾、肾三者关系最为密切，“肺
主气，司呼吸”“脾主运化”“肾

主 纳 气 ”，只 有 脏 安 人 才 能
和。像高伯反复咳喘，平时怕
冷，夜尿多，经常觉得胃脘部
胀满，饭后嗳气，大便时干时
烂，皆是肺脾肾阳气不足导致
的。德叔以健脾助运、温肾固
阳、培补正元的方法治疗，经
过 1个月治疗，高伯的状态有
了明显改变，终于可以安稳过
个冬天了。

德叔解谜 脾肾两虚久咳喘，培补正元可建功

霜降是秋季最后一个节
气，此时节正值秋冬过渡之
际，气候干燥，最易伤肺，俗
语讲“补冬不如补霜降”。但
补不宜燥，以平补为宜，多食
温和粥或汤品，润肺化燥，健
脾养胃，温固肾气。霜降节气
前后是呼吸道疾病发作或加
重的高发时期，因此人们应重
视呼吸道疾病的预防。锻炼
以微微汗出为宜，可选择八段

锦、太极拳、广场舞等。平时
可配合中药沐足。材料：艾叶
20克，桂枝15克。具体方法：
将上述药材放入锅中，加入适
量清水，煎煮 30分钟，取药汁
倒入泡脚盆中，待温时（水温
45℃左右为宜）开始泡脚，水位
要超过踝关节。另可将双手搓
热后，置于腰骶部反复搓揉，激
发肾中阳气，达到温肾阳之效，
固好肾。

预防保健 霜降来、重阳到，润燥护阳百病消

材料：乌鸡 1只，黄芪 10
克，松子仁30克，无花果（干品）
30克，陈皮3克，红枣（去核）4-
5枚，生姜3-5片，精盐适量。

功效：滋肾益精，健脾固本。
烹制方式：乌鸡去内脏洗

净，切成大块，放入沸水中焯
水；诸食材一同放入锅中，加
清水 2000毫升(约 8碗水量)，
武火煮沸后改为文火煲 1.5小
时，放入适量精盐即可。此为
4-5人量。

博硕学位专家团多重把关 种牙安全有保障
医生的技术水平对于种植的成功与否有很大影响。一旦遇上技

术不成熟的种植医生，不仅手术时间长、创伤大、术后愈合慢，严重者
还可能种植失败，因此在决定做种植牙之前一定要谨慎选择正规专
业的口腔医疗机构，种植成功率相应也会更高。

“我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德伦口腔，在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的服
务态度非常好，而且治疗方案是由整个种植科专家团队共同设计，非
常令人放心。”多位曾经在德伦口腔进行种植牙的市民反映。

牙齿缺失影响大，建议及早治疗
牙齿缺失不仅会引起面容衰老、“说话漏风”，根据相关医学调查

数据显示：牙齿缺失相对于牙齿较为健全来说，会更加影响人们对食
物的营养摄入，引起早衰、人体营养缺乏。综合来看，牙齿缺失引发
的身体抵抗力下降，甚至会影响寿命！牙齿健康出现问题，不仅仅是
口腔问题，更会引起全身健康问题，需要及时治疗。

打造高、精、尖的数字化智能种植牙
德伦口腔倾力打造高精尖数字化舒适种植牙，其中包括数字化亲

骨无牙颌种牙、数字化亲骨即刻修复种牙。
数字化亲骨无牙颌种牙，植体超亲骨表面，缩减愈合期，实现快速戴冠，

无需每个牙位都植入种植体，只需根据患者口内情况均衡植入，即使在骨量
严重萎缩的情况下，也可避免植骨手术，快速舒适完成全/半口牙修复。

数字化亲骨即刻修复种牙是指在拔牙后即可植入种植体，不需等
待长时间的创伤修复才进行种植牙手术，能显著缩短治疗时间，减少
手术次数，减轻治疗痛苦，避免了大范围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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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83752288申领补贴：

●德伦种牙节：71元抵7100元
●5000元/颗进口种植体补贴
●0元种植方案设计【限量100名】
●0元博硕学位专家挂号费【限量100名】

德伦口腔数字化亲骨即刻修复种牙让市民重新拥有一口健康好牙
数字化中心打造智能种植技术 详细的CBCT口腔检查

无论何种运动方式，都需
要量力而行。秋冬晨起气温
低，身体素质较弱者运动时间
不宜过早，否则很可能在运动
过程中受凉。市民朋友也要
避免在气温较低时做剧烈的
运动导致冷空气吸入过多刺
激鼻黏膜和肺部，且早晚身体
处于一天中的低潮期，运动前
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避免受
伤。李卫平教授指出，如果市
民朋友想要进行适应气候的
耐寒锻炼，可以选择晨跑、暮
跑、散步、打拳等运动，并结合
深呼吸进行锻炼。

天气转冷后，运动前的热
身在预防运动损伤上显得尤
为重要。李卫平教授介绍，在
进行跑步等运动前，可以通过
伸展手部和腰部肌肉、抬腿、

压腿等常见的热身运动方法
唤醒身体。运动前可以先进
行慢走或小跑，再逐渐加快速
度、增加运动强度。

在运动前，还应根据运动
的种类和自身的情况选择合
适的鞋子，秋冬锻炼要注意保
暖，在充分热身活动后，再适
量减少衣物开展运动。

另外，还要注意在跑步
时，不要低头，双眼注视前方，
双手自然摆动，肩膀放松；双
脚落地要轻快，膝关节略微弯
曲。保持呼吸均匀并尽量始
终保持这个节奏。跑完步后，
不要马上停下休息，应使身体
各部位慢慢放松下来，建议跑
完后慢走几百米，让身体慢慢
放松下来，然后再做一些腰、
腹、腿、臂的放松活动。

霜降是秋冬气候的转折点，
也是阳气由收到藏的过渡。民间
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
更有“冬补不如霜降补”的说法，
阿胶具有补血滋阴润燥的功效，
是秋冬进补佳品，广州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杨丽娥主
管中药师教你如何在家DIY阿胶
糕。

【阿胶糕的制作】

材料：
阿胶 250g，黑芝麻、龙眼肉、

红枣、核桃仁、冰糖各250g，枸杞
子50g，绍兴黄酒600ml。

制法：
1、阿胶放入不锈钢锅中，倒

入黄酒600ml浸泡24小时。
2、黑芝麻、核桃仁炒熟，红枣

去核备用。

3、将黄酒泡软的阿胶用大火
煮开，把冰糖全部加入锅中，调小
火慢慢熬胶，其间用勺子不停搅
拌，熬 30分钟左右直至“挂旗”，
或“滴水成珠”即可。

4、加入之前准备好的黑芝
麻、龙眼肉、红枣、核桃仁、枸杞
子，搅拌均匀。

5、倒入托盘中（事先铺上一
层保鲜膜再涂点花生油），压平后
盖上盖子，放入冰箱冷冻一夜，第
二天膏体变硬后切片即可。

特别提醒：

1、阿胶品性滋腻，有碍消化，脾
胃虚弱、呕吐泄泻、腹胀便溏者慎用。

2、感冒、咳嗽或经期者应停
服阿胶。

3、用作一般滋补，宜在空腹
时服用阿胶。

天气转凉，

对于减肥的人群会特别注意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是你可能
不知道的是适当增加蛋白质的摄
入也有利于减肥。听听广东药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
管技师刘翠冰怎么说。

刘翠冰介绍，对于肥胖的人，
饮食原则是在控制总能量摄入基
础上的平衡膳食。一般情况下每
天能量摄入减少 300-500kcal，
严格控制脂肪和油的摄入，适量
控制精白米面和肉类，保证蔬菜
水果和奶制品摄入。

但对于某些肥胖，如伴有高
甘油三酯和高低密度脂蛋白血
症、因肥胖并发症需要短期内
快速减肥者，高蛋白膳食也是
不错的选择。高蛋白膳食也是
在控制总能量摄入基础上增加
蛋 白 质 摄 入 ，一 般 达 到 1.2-
1.4g/kg/d，或占一天能量摄入
的20%-30%。

那么蛋白质是如何帮助我们
控制体重的？刘翠冰介绍，首先，
蛋白质可以增加饱腹感，有助于
减少总能量摄入。蛋白质可以刺
激一些激素的释放从而增加饱腹
感，蛋白质本身还有延缓胃排空
的作用，而这种饱腹感有助于减
少能量摄入。其中乳清蛋白、大
豆蛋白、豌豆肽、小麦肽这类优质
蛋白的饱腹感较强。

其次，蛋白质饮食可以增

加能量消耗。人体的能量消耗
主要用于维持基础代谢，身体
活动和食物热效应。食物热效
应是指在摄入食物时额外增加
的能量消耗。身体利用这些能
量来消化、吸收、运输和代谢食
物中的营养物质。其中蛋白质
的食物热效应最大，约占 20%-
30%，而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则
只有 5%-10%。一般混合膳食
的热效应为 10%，因此高蛋白
饮食能显著增加食物热效应的
能量消耗。

再次，充足的蛋白质摄入
可以增加肌肉量，从而提高基
础代谢率。这一点对于减肥中
的人非常重要，因为一般的节
食会造成肌肉大量流失，导致
基础代谢率下降，更容易导致
体重反弹。而对于消瘦的人群
来说同样可以增加肌肉量，增
强体质。当然，有了大量的健
康的肌肉，还可以增加运动消
耗脂肪的能力，与运动减肥相
得益彰。

最后要提醒的是，对于我们
亚洲人群来说，一方面这种高蛋
白的饮食往往不容易坚持，有悖
于我们一直以来的饮食习惯，另
一方面高蛋白质也会增加肾脏的
负担。所以高蛋白饮食减肥最好
在营养师指导下应用，才会更好
发挥作用。

冬补不如霜降补
中药师教你DIY阿胶糕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张秋霞

高蛋白饮食有助于减肥？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潘英媛

秋冬转季中风高发
3小时内是黄金抢救期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甄晓洲

霜降至，天气渐凉，由秋季开始向冬季
过渡。不少市民朋友喜欢在秋高气爽的季节
进行户外运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运动
医学专科主任李卫平教授提醒，进入深秋之
后，在运动的种类的选择以及运动方式和频率
上需要注意和调整。

秋季气候凉爽宜人，是户
外运动的好时节，慢跑、登山、散
步等户外运动可以帮助市民朋
友们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慢性
病，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免疫
力的科学方法。对于平时久坐
伏案的人群来说，秋冬进行适量
的户外运动还可以调节紧张的
情绪，达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而在户外运动爱好者中，对
于喜欢登山的市民朋友，李卫
平教授给出以下建议：

1.避免阴雨天气登山出行

对于登山运动者来说，应选
择晴好天气开展运动。阴雨天
气除了容易在运动过程中受
寒，雨天路况复杂也会增加受
伤的风险。

2.适当添减、更换衣物
进行登山这种运动量较大

的活动时，要随着身体出汗情
况适当添减衣物，避免因为大
量出汗而导致着凉，在出汗后
要及时更换衣物，也要注意关
节的保暖，避免受寒。

3.登山速度不宜过快，适时
休息，保持体力

登山时应选择宽阔平稳的
路径，过程中尤其是下山路上
速度不宜过快，以免脚下失稳
造成关节扭伤或摔倒损伤。

4.年老体弱、关节有不适者
应避免登山活动

登山是一项较强的体力活
动，对心肺及下肢关节功能的
要求较高，有基础性疾病的人
群要慎重进行。李卫平教授提
醒，登山活动中要避免行走时
间过长，且年老体弱者和有关
节疾病的患者应尽量避免进行
登山活动。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黄睿 张阳

10月 29日，是第 15个
“世界卒中日”。中山大学附
属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在重阳
节当天，为石牌村的老人们做
义诊，深入践行关爱老人、关
注健康的服务理念，提高广大
人群对脑卒中的认识。

秋冬转季老年人易中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陆正齐指出，每
年进入深秋，脑卒中（民间称

“中风”）就已进入发病高峰。
他解释，这是因为季节寒冷，
随着气温降低，人体内肾上腺
素水平增高，体表血管就会收
缩，血压会升高；温度下降，人
体内的血液流动速度随之变
缓，黏度也有所增加。所以，
秋冬转季，中老年人更应预防
中风的发生。

脑卒中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出血性卒中，一个是
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包
括脑实质的出血，包括蛛网
膜下腔出血；缺血性卒中，就
是我们常讲的脑梗死,脑梗
死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血管
的闭塞，导致供血动脉的血
流的阻断。通常中风患者中
以中老年人较为多见，高血
压患者多发生脑出血，高脂
血症、糖尿病发生缺血性脑
卒中的几率高。

“120”方法
能早期发现中风

中风，是我国居民致死和
致残的第一位杀手，且年轻化
趋势明显。陆正齐强调大血
管堵塞一分钟就会有 190万
个神经细胞死亡，而患者却不
知。这可导致肢体瘫痪、言语
障碍、吞咽障碍、吞咽困难、认
知障碍、精神抑郁等症状，具
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
率高和死亡率高以及经济负
担重的特点。

陆正齐强调，在脑卒中的
治疗中，就医时机非常关键。
正常脑组织在缺血3小时后就
可能出现不可逆变化，6小时
后缺血脑细胞将出现坏死。
如果脑梗死的病人及早就医，
就可能在脑细胞没有出现完
全梗死之前，恢复氧供和血
供，从而恢复全部或部分功
能。如果是出血性脑卒中，治
疗上以脱水减轻脑水肿、降低
颅内压为主，严重的病人需要
手术治疗（血肿清除或开颅减
压，少数情况是介入手术）。

如何快速识别脑卒中？中
风120是一种适用于国内的迅
速识别脑卒中和即刻行动的策
略:“1”代表“看到1张不对称
的脸”；“2”代表“查两只手臂
是否有单侧无力”；“0”代表

“聆（零）听讲话是否清晰”。
如果通过这三步观察怀

疑患者是中风，可立即拨打急
救电话120。尽快在黄金3小
时内送病人到附近有卒中中
心的医院抢救，医生会根据不
同的发病时间对患者进行分
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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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正齐教授为患者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