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有伤
口不能吃酱油，会留疤；白头发不
能拔，会越长越多……这些广为
流传的健康养生法都是谣言！

转眼球能治疗高度近视？
辟谣：一般近视靠转动眼球

也不可能有改善，更不要说高度
近视了。

每天喝少量葡萄酒可以预防老年
痴呆？

辟谣：预防中风和老年痴呆
应当从解决动脉硬化、高血压、糖
尿病和吸烟酗酒等可控因素着
手，喝葡萄酒不能预防老年痴呆。

捂汗、藿香正气水敷肚脐能帮孩
子退烧？

辟谣：由于小儿的神经系统
发育不完善，在捂汗过程中很容

易导致惊厥的发作，严重可导致
死亡。藿香正气水主要用于外感
风寒、内伤湿滞或夏伤暑湿所致
的感冒，对风热感冒是无效的，小
儿可在医生指导下口服。

生姜水擦皮肤能止痒？
辟谣：生姜水对皮肤刺激大，

皮肤如有破损不宜擦生姜水。较
轻的瘙痒症状可以擦些花露水、
止痒剂，较重的瘙痒症状，应及时
到医院就诊。

醋能清洁牙齿？
辟谣：食醋中的醋酸对牙体

牙釉质有脱矿作用，导致牙齿龋
坏，难白反黄。

月子期间流泪，会落下眼疾？
辟谣：产后适度用眼、流泪并

不会损伤眼睛,一直压抑反而容
易产后抑郁。鼓励新妈妈跟新宝
宝多些沟通，减少产后抑郁，促进
身心健康。

酵素能改善经期综合征？
辟谣：经期综合征是由女性

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分泌发生

变化引起的，而酵素不能产生任
何雌、孕激素或刺激卵巢。

多做拉伸能瘦腿？
辟谣：拉伸并不能起到消除

脂肪的作用。除了拉伸，不同腿
部方向的动作或多或少都可以锻
炼大腿内侧筋肉。

喝醋能解酒？
辟谣：醋酸和酒精发生反应，

需要严苛的条件，且大量的酸会
刺激胃，不建议采用。

吃辣椒能驱寒，预防胃虚寒？
辟谣：阴虚、脾胃虚弱者忌食

辣椒，辣椒会发汗带走热量，不利
保暖。

晚上吃姜等于吃砒霜？
辟谣：能不能吃姜，主要是看

人体的体质辨证为哪一种，寒性
体质适合吃姜，热性体质则不适
合，跟时间的关系不大。

有伤口不能吃酱油，会留疤？
辟谣：食物颜色的深浅并不

会影响伤口愈合。伤口处皮肤变

黑，主要是皮肤的黑色素细胞受
刺激所致。伤口愈合期间，只需
避免摄入辛辣、刺激性食物。

红糖水补血效果好？
辟谣：红糖水补血只是民间

说法，其实红糖水并没有直接的
补血效果。红糖的确具有暖宫暖
经作用，女性痛经时可以喝点，而
感冒风寒时喝点红糖姜水也有温
经散寒的作用。

经期吃芒果易引发子宫肌瘤？
辟谣：没有研究证明芒果会

引发子宫肌瘤。不过芒果性热，
湿热者不宜多吃；芒果过敏者不
宜食用。

白头发不能拔，会越长越多？
辟谣：一根头发脱落，新的

一根会原地长起。拔白发容易损
伤毛囊，导致毛发不能再生，甚
至出现毛囊炎。若白头发影响了
整体美观，可用剪刀在发尾处剪
掉。

吃含维生素E的食物能去除腿部
水肿？

辟谣：维生素 E具有扩张血
管、促进血液循环以及抗凝的作
用，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物。腿
部水肿虽然和血液循环有关，但
靠补充维生素E来去腿部水肿并
没有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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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学发展推动科学发展
建设美好丹阳建设美好丹阳

丹阳市科协协办

羊奶粉是用山羊奶加工制成
的配方奶粉，其营养价值高。可
羊奶粉卖得贵，并非因其营养价
值高，而是产量小等因素造成的。

羊奶粉可以避免过敏吗
有人称羊奶粉不易导致婴儿

过敏，其实目前科学界对此尚无
定论。有研究发现，牛奶和羊奶
中一些蛋白质的结构很相似，因
此对牛奶蛋白过敏的人可能也会
对羊奶蛋白过敏，反之亦然。

欧洲食品安全局发布的《羊
奶蛋白作为婴儿配方奶粉蛋白质
来源的评估报告》认为，目前没有
足够的证据证明羊奶粉不易引起
过敏反应。另外，婴儿奶粉都是
配方奶粉，里面添加了很多营养
强化剂，它们也可能成为过敏原。

羊奶粉更容易吸收吗
在没有加工处理以前，羊奶

的脂肪颗粒比牛奶的脂肪颗粒
小，所以与牛奶相比，更容易被人
体吸收。不过，现在市面上销售
的羊奶粉和牛奶粉都是经高压均
质化处理过的，脂肪颗粒都变得
很小，吸收率的差异微乎其微，可
以忽略不计。

羊奶粉营养更接近母乳吗
各种动物的奶都是最适合其

幼崽的食物，羊奶和牛奶中的乳
清蛋白、酪蛋白比例和氨基酸模
式与人乳相差甚远。羊奶并不优
于牛奶，只有制成配方奶粉，才能
尽可能地接近母乳，而此时两者
的营养成分就没有很大差别了。

羊奶粉作为奶源的一种，其
营养价值不容忽视，但消费者也
不要过度迷信。从食物多样化角
度考虑，羊奶粉、牛奶粉、酸奶等
可以轮流吃，以保证营养的全面、
均衡。 （戴永梅）

羊奶粉真的如此神奇吗

不少父母抱怨，孩子经常
为一点小事大发脾气，对一些
细节特别坚持，比较难缠。其
实，这类孩子并非故意捣蛋，只
是他们属于高敏感儿童。

“高敏感”这个词由美国临
床心理学博士伊莱恩·阿伦提
出，指天生具有敏锐感觉的一
群人。根据研究，10%~20%的
孩子生性高度敏感，大脑内处
理感知讯息的神经系统有别于
一般人，所有感觉都会被放

大。这些孩子天生具有敏锐感
觉，常因一点小事情绪反应大，
外人看起来就会觉得孩子特别
不听话、难养。其实这些孩子
有时候并非故意捣蛋，而是源
于这种天生的高敏感气质。

高敏感气质的孩子情绪稳
定性稍差，对于别人的批评，也
会显得异常敏感。生活中家长
需要时刻留心孩子的一举一
动，不能因为孩子“乱发脾气”，
而给他们贴上难管教、不合群、

很难与人相处等标签。家长与
孩子的感受要有同理性，要理
解孩子情绪变化的原因，或许
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其他缘故。
要尽量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
受，帮助孩子把负面情绪宣泄
出来，而不是一味训斥。

高敏感是孩子的一个特
点，同时也是优点。很多高敏
感的孩子都聪明、细致、追求完
美，家长应多鼓励、倾听、理解，
温柔对待他们。 （李英辉）

孩子脾气大或是“高敏感”所致

对这些养生假科普说No！

做家务是生活中必不可少
的事，然而专家提醒，对于心脏
病患者来说，做家务时一个很
非常简单的事情都可能会增加
心脏负担，甚至引发意外。

清晨起床用温水：心脏病
患者在做饭时，要避免皮肤接
触冷水。因为当皮肤接触到冷
水时，血管会突然收缩，一分钟
内血压就会开始升高，很容易
导致心绞痛发作。尤其是早晨
刚起床后做早餐时，一定要使

用温水。
仰头晾衣很危险：洗好衣

服后，人们会习惯性的踮起脚
尖仰头晾衣服，这个姿势对心
脏病患者来说也很危险，因为
这样可以使能量消耗增加 4.5
千卡/分，加重心脏负担，严重
者甚至会发生晕厥。门诊上经
常有患者在晾衣服时感到头晕
而摔倒。

弯腰擦地增负担：对于心
功能级别为Ⅱ级以上的人来

说，做清洁时注意不要弯腰低
头用力擦拭或拧毛巾，因为弯
腰时会使患者的心肺压力过
大，增加心脏的负担，这样会让
患者感到憋气不适。

干活时间不能长：心功能
级别为Ⅲ级的人，一定要避免
长时间做家务。腿部有水肿的
患者，则要避免做家务时长时
间站立，可以在做家务的间隙
时常活动一下脚部，或经常坐
下休息一会儿。

心脏不好 做家务也要悠着点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长吁
短叹”的习惯，有些是因为工作
繁忙，有些则是习惯性的。中
医认为，这可能是健康问题。

“叹气”在中医中称为“善
太息”，与情绪波动、神经功能
紊乱、阴气亏虚有关，是一种正
常生理现象。但如果习惯经常
叹气或不自觉的想叹口气，可
能就是身体发出的预警。

肝郁。由于情志所伤、所
欲不遂，或强烈精神刺激，导致
肝气郁滞、胸中气机不利，只
得靠每次叹气来使胸宇得舒。
具体症状有胸闷不舒、长吁短
叹、神情黯然、口苦眩晕、苔
白等。日常生活中，如果出现
这种现象不可忽视，要积极调
养。比如按摩太冲、膻中、内

关等穴位，泡服佛手、玫瑰花、
绿萼梅、茉莉花、薄荷、香附等
代茶饮都可起到不错的宽胸理
气效果。

气虚。有些人明明心情不
错，但却经常叹气，中医认为这
是气虚的表现。由于劳伤过度
或久病失养，而致气虚宗气不
展，欲得叹息而后快。人抑郁

久了，会耗伤气血，所以郁者多
夹虚，而阴虚也会致郁。气虚
所致的叹气具体症状有常欲叹
气、气短自汗、倦怠乏力、舌质
淡、舌体胖等。建议平时可多
按摩百会、气海、关元、足三里
等穴位，以补气提气。也可泡
服黄芪、西洋参、大枣等补气之
品，或用补中益气丸等。

老叹气 伤肝耗气血

一项国际研究发现，成年人
到中年后的饮食质量与痴呆症的
发病风险不存在必然关系，不过
研究人员也表示未来还需更深入
分析来验证相关结论。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13 日发
表新闻公报说，该校与法国卫生
和医学研究所领衔的团队对超过
8000 名成年人的长期健康数据
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成年人平
均年龄 50岁，其中有 300多人在
数据收集期内患上痴呆症。在这
期间，研究人员通过定期的饮食
调查问卷来收集相关数据，健康

的饮食主要指每餐包括更多蔬
菜、水果、全谷物等。这一团队发
表在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上
的论文说，他们没有观察到这些
人的饮食质量与痴呆症风险有明
显关联。不过，研究人员表示，他
们还是发现饮食质量与死亡率存
在一定关系。

饮食与痴呆症风险之间的关
联是近年来医学研究热点之一。
此前有研究发现，以蔬果、鱼类、
谷物和坚果等为主的“地中海饮
食”，有助将痴呆症发病年龄推迟
数年。 （新华社）

饮食与痴呆症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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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3月14日是第14届世界肾脏日，主题为“关注每个人的肾脏健康”

“低调”的肾脏，“沉默的杀手”
小小的肾脏用血量占心脏血

流量的25%，在维持人体内环境
稳定和代谢方面有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却常常为人们所忽视。
当它早期出现问题时，几乎没有
任何表现，十分“低调”，不会引发
疼痛，或其他身体上的不适，因此
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正因这一

点，肾病又被称作是“沉默的杀
手”，通常当人们有明显不适、发
现患病时，情况已经较为严重。

市中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潘瑞
海介绍，肾脏病的患病原因十分
复杂，许多难以根治，且常伴有多
种并发症，严重影响人们的寿
命。要想早期发现肾病，最有效

的方法是尿检，血液肾功能检测
和肾脏超声检查也很重要。尤
其是尿检，价格便宜、操作简单。
除了常规体检，其实生活中还有
一些征兆也预示着肾脏可能出
现了问题，提醒着人们要引起注
意，有必要及时就医检查。

出现下面几类情况，请挂泌尿外科
很多人小便时觉得不对

劲，尿急尿痛，以为肾出了问
题，但不知道挂什么科好。这

“下半身”的事很多人都不清
楚。

潘瑞海主任说，出现下面
几类情况，请挂泌尿外科。

1.老年男性出现尿频、排尿
困难、排尿等待等情况；

2.无任何不适症状，但出现
血尿，特别是出现血凝块时；

3.有尿意，但解不出小便；
4.男性尿急、尿频、尿痛、排

尿困难；

5.超声、CT等提示有肾占
位疾病、肾积水、肾脏或输尿管
结石；

6.腰痛、腹痛，尤其疼痛向
下腹部及尿道口处放射、阵发
性疼痛，或同时出现眼睛能看
到的血尿。

据介绍，从专业的角度来
讲，泌尿外科主要治疗范围有：
各种尿结石和复杂性肾结石，
肾脏、输尿管、膀胱和前列腺肿
瘤，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睾
丸附睾的炎症和肿瘤，睾丸精
索鞘膜积液，各种泌尿系损伤，

泌尿系先天性畸形如尿道下
裂、隐睾、肾盂输尿管连接部狭
窄所导致的肾积水等等。中医
院泌尿外科积极运用膀胱治疗
仪治疗膀胱功能失调这项中医
诊疗技术，科研项目《中药小蓟
饮子在前列腺增生术后的应
用》进入总结阶段。

潘瑞海主任提醒，未患病的
健康人士应积极预防，生活中适
当多饮水，不要盲目补肾，避免乱
用药造成肾损伤。远离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控制体重、多运动，
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

泌尿系结石的“口供”
走进厕所，原想“飞流直下

三千尺”，却不料“千呼万唤始
出来”，还尿脚上了。真是“人
在囧厕”。更有甚者，疼痛、血
尿，“千呼万唤不出来”。因为
患上了包括肾结石在内的泌尿
系结石。被医生“逮住审问”，
泌尿系结石如实“招供”说：

我是疯狂的石头家族成员
之泌尿系结石，也就是存在于
人类泌尿系统之中的石头。迄
今为止，都没有哪个科学家能
将我为什么存在于人类泌尿系
统中的确切原因彻底诠释清
楚，我个头虽小，但我会让你知

道我的厉害。
我会令你疼痛：典型的疼

痛是肾绞痛、腰部或腹部疼痛，
有时会放射到会阴部。结石发
作时，患者大汗淋漓、辗转反
侧、痛不欲生。

我会令你血尿：结石患者
的血尿往往出现在疼痛之后。

我会令你感染和发热：结
石的存在，容易并发梗阻，导致
泌尿系统的感染发生，若感染
进一步加重，则会出现全身感
染的症状，包括高热等。

市中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潘
瑞海主任分析说，泌尿系结石

也叫尿石症，是个非常古老的
疾病，是肾结石、输尿管结石、
膀胱结石、尿道结石等疾病的
统称，临床上以疼痛、血尿为主
症，中医称本病为石淋病。

泌尿系结石是一种常见
病，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几岁幼
童，都有可能成为泌尿系结石
的患者。近年来，我国泌尿系
结石的发病率有升高趋势，是
世界上三大结石高发区之一。
中医院泌尿外科独立开展了尿
路结石体外震波碎石治疗和输
尿管上端结石的腹腔镜手术，
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术等。

尿路结石的中医治疗
尿路结石分为肾和输尿管的

上尿路结石，与膀胱和尿道的下
尿路结石。结石实际是人体异
常矿化的一种表现。

近年来尿石症的治疗取得了
异乎寻常的突破，其中体外冲击
波碎石，经皮肾镜，输尿管镜等内
镜取石或碎石的方法均取得了
显著进展。开放手术具有创伤
大，恢复时间长等不足，而外冲击
波碎石，经皮肾镜、输尿管镜等内
镜属于微创治疗，但仍然属于有
创治疗方法，而且结石容易复发，
手术等有创治疗后经常有结石
残留。所以结石复发，手术结石
残留的治疗已经成为尿路结石

治疗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希望
对原发的输尿管小结石，结石复
发及术后结石残留找到一个价
廉，有效又无创的中医中药治疗
方法。

中医认为尿路结石属于下焦
湿热或者下焦瘀滞证，表现为腰
腹绞痛，腰痛发胀，少腹刺痛,小
便涩痛，尿中带血，尿中夹血块，
或排尿中断，解时刺痛难忍，大便
干结。治法：通淋排石，理气活
血。

市中医院完成的科研项目
《中药通淋排石汤治疗输尿管结
石的临床研究》，通过口服中药治
疗肾脏、输尿管的小结石，具有价

格低廉，无创等优点。
【中药通淋排石汤组方】金钱

草、海金沙、鸡内金、石韦、冬葵
子、滑石、车前子、瞿麦、当归、赤
芍、延胡索、甘草。

方内金钱草、海金沙、属通淋
排石药草，石韦、冬葵子、滑石、车
前子、瞿麦、鸡内金、冬葵子属利
湿通淋药草，加强通淋排石功效；
当归、赤芍、延胡索属活血理气止
痛药草，综上通淋排石汤具有清
热通淋，排石止痛的作用。对病
人原发的输尿管小结石，结石复
发及术后结石残留中医辨证后
口服中药汤剂，具有价格便宜，无
创伤等优势。眭思维

泌尿系疾病“狙击手”
丹阳市中医院泌尿外科

丹阳市中医院泌尿外科历经
二十多年的发展，现有医生五名，
主任医师一名，副主任医师一名，
主治医师一名，住院医师二名，人
才梯队合理。科室成员均大学本
科毕业，并在上海、南京等大医院
进修学习，有多年的临床工作经
验，均能胜任临床门诊和病房的各
项工作。泌尿外科每年门诊人次
近 6000次，每年住院人次近 350
人。

钬激光碎石术：腔内微创碎石
治疗是结石治疗的优先选择，钬激
光碎石代表了微创取石的未来。
钬激光是医学激光，用激光光纤，
通过内窥镜看到结石，将光纤直接
接近结石表面发射激光即可粉碎
结石，钬激光碎石在术中、术后出
血很少，碎石充分，速度快，另外，
对于阻碍结石排出的息肉或狭窄，
可以碎石时用钬激光予切除，大大
提高了结石治疗的一次成功率。

设备简介：专科医疗设备有德

国产蛇牌高清监视系统，德国产
WOLF（狼牌）电切镜、WOLF输尿
管镜，奥林巴斯等离子双极电切
镜、钬激光（尿路结石腔内碎石），
德国原装storz腹腔镜，海德体外震
波碎石机，杭州好克膀胱镜等多种
医疗设备。

手术情况：科室开展手术基本
齐全，主要手术有肾结石手术、钬
激光腔内碎石术，输尿管上段结石
腹腔镜手术，尿路结石体外震波碎
石、肾囊肿、肾肿瘤腹腔镜手术，膀
胱癌根治手术+肠代膀胱手术，前
列腺电切术，男生殖器手术等。

科室已经完成了《通淋排石汤
治疗输尿管结石的临床研究》科研
课题，对上尿路结石促进排石有良
好的临床效果，得到了广大患者良
好评价。另外为了更好服务广大
人民群众，和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医院的知名专
家横向联系，邀请专家来院门诊和
预约手术。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诊室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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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13

1

2

3

4

5

6

11

1

2

4

5

13

1

2

3

4

5

6

8

11

2

3

4

13

11

专科名称
内、妇科

疮疡科（中外科）

中医内科

肿瘤科

泌尿外科

男性科

内、妇科

骨伤科

中医内科

肿瘤科

肛肠科

儿科

男性科

内、妇科

心血管科

肿瘤科

肛肠科

男性科

内、妇科

疮疡科（中外科）

中医内科

肿瘤科

肛肠科

泌尿外科

内分泌科

男性科

疮疡科（中外科）

中医内科

肿瘤科

男性科

男性科

专家姓名
贺玥★

荆国南

韦东奎

颜文才

潘瑞海

蔡国芳

贺玥★

盛国庆

张伏川★

王国方▲

符昕

朱更娣

丁辉俊

贺玥★

卢国群▲

顾根网

吴如雷

蔡国芳

贺玥★

荆国南

韦东奎

朱春宁

陈翔

康灵斌

丁冬生

丁辉俊

荆国南

韦东奎

专家轮流

蔡国芳

丁辉俊

下午

诊室号

5

2

3

5

6

7

11

5

2

5

8

2

7

14

专科名称

普外科

中医内科

中医内科

针灸康复科

儿科

内分泌科

脑外科

普外科

脾胃病科

肝病科

普外科

中医内科

老年病科

治未病科★

专家姓名

黄宏伟

丁家祥

张伏川★

盛益国★

朱更娣

鞠长年

陈冬云

杨震

李伟新★

薛江洲

袁小平

丁家祥

孙春英

王福林★

三月份四楼专家门诊坐诊时间表

“★”为镇江、丹阳名中医；“▲”为丹阳名中医
注：门诊服务台电话：0511—86057111

三月份外请专家坐诊时间表

外院专家门诊可能因特殊情况临时变动，建议电话咨询、预约，服务热
线：86057111

专科名称

脑病科

妇产科

妇产科

肺病科

肿瘤科

专家姓名

李继民

陈红霞

张 红

韦国祯

胡灿红

坐诊时间

3月23日周六上午

3月28日周四上午

3月23日周六上午

每周六上午

3月22日（周五）上午

坐诊地点

门诊二楼脑病科

门诊二楼妇产科

门诊二楼妇产科

门诊二楼肺病科

门诊四楼徐荷芬传承工作
室

康灵斌 男，
副主任医师，本科
学历，学士学位，
从事泌尿外科工
作20年，在国家级
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4篇，曾至镇江、
南京、上海等多家
三甲医院进修学
习，积累了丰富的
泌尿外科临床诊
治经验，擅长微创手术治疗：泌尿系统肿瘤，
结石，囊肿，前列腺增生，外生殖器整形，及
泌尿男科方面疾病。

潘瑞海 男，主
任医师，本科学历，市
中医院泌尿外科主
任。从事泌尿外科工
20余年，南京、广州中
山等三甲医院进修学
习。

专业特长：主要
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的
诊治，对泌尿系肿瘤，
肾癌、膀胱癌等诊断
和手术治疗，尿路梗阻性疾病如肾积水，前列
腺肥大的腔镜手术治疗，以及尿路结石钬激光
碎石，性传播疾病和男性科疾病的治疗。

专家介绍

丹阳市中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潘瑞海 主任医师
责任医师：康灵斌 副主任

医师

电话：86057205（门诊）
86057305（病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