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脑血管疾病常见于 50岁以上中老年人遥推荐患者常喝
丹参山楂茶袁有活血化瘀的功效袁对心脑血管的血流量有改善
作用遥 取丹参 10克尧山楂 15克袁小火煎煮 15分钟左右袁每天
服用 2~3次遥

丹参具有祛瘀止痛尧活血通经尧清心除烦等功效袁野亦补亦
泻袁一味丹参袁功通四物汤冶遥研究表明袁丹参有改善心脏功能尧
扩张血管的作用袁能够增强心肌的收缩力袁使血流增加袁防治
动脉硬化遥 丹参还有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袁能够提高记忆力袁
防止脑部功能的衰退曰还能提高睡眠质量袁预防尧缓解失眠症
状遥 山楂味酸甘袁性温袁归脾尧胃尧肝经袁具有消食化积尧活血化
瘀的功效袁常用于缓解食滞不化及产后瘀阻腹痛遥 丹参尧山楂
合用袁能活血化瘀袁而且均有健胃作用袁很多老年心血管疾病
患者同时患有胃病袁 而过量饮食也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重
要因素遥本方具有活血和消食的双重功效袁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效果较佳遥 来源院人民网

心脑血管患者可喝丹参山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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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饮食

颈椎病是常见骨科病袁 这种疾病多发生在中老年身
上袁但近些年来袁颈椎病的发病范围在不断扩大袁不仅仅
是中老年人袁甚至许多青壮年尧青少年袁都面临颈椎病困
扰遥 颈椎病不但多发袁 一旦患上就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痛
苦袁颈椎病让患者的生活袁变得十分的糟糕袁因此袁很多人
都在关注颈椎病预防工作遥近日袁记者专题采访了县人民
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朱余龙遥

朱医师告诉记者袁随着现在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袁颈
椎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袁诱发颈椎病的因素也越来越多遥
从年龄上来讲袁由于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袁颈椎过多的慢性
劳损会引起椎间盘变性尧减弱袁椎体边缘骨刺形成袁小关
节紊乱袁韧带增厚尧钙化等一系列退化性病理改变袁因此袁
中老年人患颈椎病的较多遥

从职业上讲袁 长期低头伏案工作者或头颈常向某一
方向转动者易患颈椎病遥这些职业包括办公室工作人员尧
计算机操作人员尧刺绣女工尧手术室护士尧长期观看显微
镜者尧交通警察等遥这些职业的工作人员颈椎病的发病率
较高遥

从睡眠姿势上讲袁 由于人的一生中大约有 1/4~1/3
时间是在床上度过袁 当枕头过高尧 过低或枕的部位不当
时袁不良睡眠姿势持续时间较长袁睡眠时间又不能及时调
整袁易造成椎旁肌肉尧韧带尧关节平衡失调袁张力大的一侧
易疲劳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劳损遥因此袁喜欢卧高枕者及有
反复野落枕冶病史者易患颈椎病遥 此外袁躺着看书尧看电视
时头部长久单一姿势等日常生活中不良姿势过多的人袁
也易发生颈椎病遥

朱医师提醒袁对于生活中常见又高发的颈椎疾病袁在
了解了诱发原因后袁市民朋友应该提高警惕袁加以防范遥
那么袁具体如何防范颈椎疾病呢钥 朱医师指出袁首先要注
重日常姿势遥良好的姿势是预防颈椎病的有效办法袁常言
说野坐如钟冶也可以应用到颈椎病的治疗上来袁身体健康
者及患者不宜长期低头工作袁工作期间应适当休息袁并配
合做颈部运动曰读书尧看报时坐姿要正袁睡眠时枕头不宜
过高遥

其次要做好颈部运动遥 大家要想有效的和达到理想
的预防颈椎病的效果袁还要经常性的进行颈部运动袁这是

防治颈椎病的一大有效方法遥 颈椎病急性发作时应减少
活动袁缓解期可适当进行颈部和脊柱运动以改善症状遥可
做左右转头袁前屈后仰袁左右侧屈等动作遥 每次 15-20分
钟袁每日 2-3次遥 切忌剧烈转动头部做旋转袁以免不必要
的损伤遥

还要合理膳食遥做好颈椎病的预防工作袁还可以从饮
食着手遥平时多食用膳食纤维类的食物袁注意补充人体骨
骼发育所需要的钙等等元素遥避免颈椎病发病袁需要防止
酗酒袁因为酒精会影响钙质在骨上沉积袁使人们易患骨质
疏松症尧骨质软化症袁加速颈椎退行性变袁从而加大颈椎
病的发病率遥

最后是一定要保持乐观精神遥 颈椎病的发病和长期
的精神压抑不无关系袁 尤其是长期压抑感情尧 遇事不外
露尧多愁善感的人易患神经衰弱袁神经衰弱会影响骨关节
及肌肉休息袁长此以往袁颈肩部容易疼痛袁导致颈椎病的
发生遥因此袁预防颈椎病袁还需要保持乐观精神袁懂得释放
压力遥

不做“低头族”，远离颈椎病
本报记者 彭岭

本报讯渊通讯员 卫轩冤为切实增强我县卫生健康系统安
全生产意识和隐患排查能力袁有效防范和遏制安全生产事故袁
营造和谐稳定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环境袁日前袁县卫健委对全
县 26个医疗卫生机构的安全生产和规范化管理实行了家家
到尧拉网式大检查遥

检查组对各医疗卫生单位的药房尧药库尧酒精库尧氧气房尧
食堂尧配电间尧污水处理间尧危化品存放间尧医疗废弃物存放间
等场所进行了实地检查曰对各单位消防设施设备配置尧消防队
伍建设尧 安全检查记录以及消防安全培训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和提问曰 要求各单位扎实细致地做好安全生产大检查和隐患
排查整改工作袁更大力度抓好安全生产稳定工作遥

县卫健委
开展安全生产

和规范化管理大检查

本报讯渊通讯员 李润蓉 髙瀛瀛冤5月 5日是野世界手卫
生日冶袁为进一步强化医院感染防控理念袁提高医务人员手卫
生依从性袁县人民医院举办了主题为野感染防控窑从手做起冶的
手卫生系列宣传活动遥

该院在门急诊大厅显示屏滚动播放今年世界手卫生日主
题内容袁营造浓厚活动氛围遥在住院大厅里摆放宣传展板展台
专门安排医务人员现场向探视陪伴家属演示正确洗手法袁发
放手卫生宣传册袁 并邀请路过的医护人员参加手卫生知识有
奖问答遥

该院还举办了野世界手卫生日冶主题培训活动袁全院近 猿园园
名医务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遥 培训课阐述了手卫生对医院感
染防控的重要性袁播放了野外科手消毒标准操作冶视频袁并公布
了手术科室人员外科手消毒岗位练兵竞赛活动计划遥 现场还
进行了手卫生承诺签名尧科室手卫生活动展示尧手卫生依从率
及正确率调查尧手卫生活动评比等活动遥

此次手卫生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袁 进一步提高了该院医
务人员手卫生的意识和技能袁 降低了感染风险袁 保证医疗安
全遥

县人民医院

举办“世界手卫生日”
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李运权 吕生豪 张颖冤4月 29号下
午袁县第四届野万步有约冶职业人群健步激励大奖赛启动仪式
在县疾控中心举行遥

启动仪式上袁 县疾控中心健康教育专业人员就大赛的背
景尧积分规则尧如何上传数据等进行了业务培训袁让全县所有
参赛选手能够高效的参与到健走活动中袁做到不丢分袁争取得
满分袁为射阳整个团队比分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万步网的健身教
练就计步器使用方法尧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袁帮助
每一位参赛选手代表尽快的熟悉计步器袁正确使用计步器遥

所有与会人员还顶着小雨到县体育场袁 由健身教练教给
大家健走前的活动尧 健走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健走后的整理
活动方法袁带领大家进行热身并绕体育场健走一圈遥

据了解袁我县第四届野万步有约冶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
赛将组织全县职业人群通过 100天的健走比赛养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袁走出健康的体魄和健康的心态袁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
生袁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科学健走活动中去遥

第四届“万步有约”职业人群
健走激励大奖赛启动

本报讯渊通讯员 吴凌冤为全面提升医院的管理水平袁打造
一支业务精尧能力强的医疗团队袁5月 5日至 6日袁县二院特邀
杭州专家来院进行野科主任护士长卓越化之路冶的专题讲座和
实践演练遥 中层干部及各科室负责人共 36人参加培训遥

培训课上袁专家列举了野后视镜效应冶等生活中常见的例
子袁通过思维导图袁带领大家深入学习了成效思维的四个条件尧
中层管理者在医院发展中的作用尧 中层管理者的三种境界尧中
层组织的管理能力等知识袁并结合医院的实际情况袁进行了专
业的分析袁给予了对症的解决方案袁激发了大家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遥

专家还通过实地查看尧现场提问等方式袁对医院的产科和
内科进行了医疗质量控制管理尧护理质量管理尧院感管理尧人员
管理等方面的全面检查袁并根据检查结果进行了细致尧详实地
分析袁提出了要增加产科项目及药占比尧建立移动查房系统尧增
加中医康复技术尧积极进行学科建设袁大力开展内部营销袁充分
调动医师的积极性等建议袁指明了医院今后发展的方向遥

县二院
特邀专家开展医院管理
专题讲座和实践演练

立夏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七个节气袁 它预
示夏季的开始遥人们常说春是生的季节袁那么
夏则应是长的季节遥进入初夏时节袁人们应合
理安排作息时间袁采取正确的养生方法袁以安
然度过夏天遥

一尧食院
中医认为袁一年四季都应养心袁尤其是夏

天出汗多袁是伤心阴尧耗心阳最多的时候袁人
们在心火旺盛的立夏袁 应该食用哪些食物来
补血养心呢钥中医认为院野五色入五脏袁红色入
心冶遥 故补血养心可以食用红豆尧红枣尧枸杞
子尧西红柿等红色的食物遥 另外袁心在五行当
中属火袁针对立夏后心阳旺盛的特点袁也可以
多食用些苦瓜尧芥兰尧荞麦尧荷叶尧蒲公英等苦
味食物袁 或者多喝莲子心茶尧 苦丁茶等苦味
茶袁有败心火的功效遥

我国许多地方都盛行立夏野尝新冶这一习
俗袁 人们在当天会食用新鲜的蔬果以及此时
盛产的水产品类遥 樱桃袁味甘尧酸袁性微温遥 春
夏之际食用樱桃袁 有助于健脾和胃尧 滋养肝
肾尧补血养心袁还能帮助身体及时排出毒素遥
另外袁人们常说的俗语野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冶
中的野夏打盹儿冶正是用于形容立夏之后袁人

们嗜睡成瘾尧食欲不振的状态遥 中医认为袁这主要是由于
脾胃虚弱所致遥 建议在早晚进餐时多喝些山药粥尧薏米
粥尧莲子粥等健脾和胃袁可以在即将熬制好的粥里加一
点荷叶袁以増强清热祛暑尧养胃清肠的功效遥

二尧居院
立夏代表着夏季的开始袁此节气以后袁日长夜短袁气

温升高袁人体新陈代谢旺盛袁消耗增大袁更容易产生疲
劳遥 因此袁夏季保持充足的睡眠袁可以提高工作学习效
率袁促进身体健康袁预防中暑遥

中午是野阳极阴生冶的时刻袁适当午睡有利于养护体
内阴气袁野阳从阴来冶袁养护阴气也利于阳气的生发袁能够
使人保持精力充沛袁所以夏天养成午睡的习惯显得十分
必要袁最佳的午睡时长为 0.5-1小时遥由于夏季病菌繁殖
很快袁造成痢疾尧伤寒等肠道传染病增多和流行袁同时夏
季也是麻疹尧风疹尧水痘等儿童传染病的高发期遥 此时应
全面打扫居室袁经常开窗通风袁以保证室内空气清新遥 同
时居室要经常用适量的消毒液进行消毒遥 要在室内采取
必要的遮阳措施袁设法减少或避免热源和阳光袁窗户上
应挂上浅色的窗帘袁让人感觉舒适清爽遥

三尧行院
在进入夏季后袁天气有所变化袁气温升高袁此时人体

容易出汗袁应选择一些慢节奏的有氧运动袁因此袁立夏时
节运动应选择合适的时间尧地点及强度遥

运动的时间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袁这时候阳光不
太强烈袁 可以避免强紫外线对皮肤和身体造成损害袁早
上七八点或者傍晚五六点锻炼袁温度适宜袁效果最佳遥 由
于人体能量的消耗在夏季会有所增加袁因此运动的强度
不宜太大遥 活动强度以自身不感到疲惫为宜袁 时间以
0.5-1小时最佳袁同时还要注意袁运动前后及时补充水分
和营养遥 最好选择在户外进行运动袁如公园尧湖边尧庭院
等视野开阔尧阴凉通风的地方遥 如果条件有限只能进行
室内运动的话袁最好打开门窗袁让室内空气保持通畅遥

四尧衣院
立夏以后气温普遍升高袁会导致人大量出汗袁汗液

长时间滞留皮肤和衣服上袁 不仅会变质发酵而产生臭
味袁还会诱发痱子及皮炎等皮肤病遥 因此袁夏季要勤洗
澡袁勤换衣遥 衣物应该选麻尧丝尧棉等透气性强尧吸湿性好
的面料遥 来源院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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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感到很幸运袁 而另一些人却常
常觉得不如意钥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尧赫特福德大学教授
理查德窑怀斯曼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遥

研究中袁怀斯曼教授发现袁总是感到不幸的人通常
比总是感到幸运的人更紧张袁 这种焦虑扰乱了他们注
意意外情况的能力遥 结果袁 他们会错过迎面而来的机
会袁因为他们太专注于寻找其他的东西遥他们去参加聚
会袁 专注于寻找完美的伴侣袁 却错过了交好朋友的机
会遥 他们浏览报纸袁专注于某种类型的招聘广告袁却错
过其他类型的工作遥

相比之下袁总是感到幸运的人更放松袁也更开放袁
他们发现的往往是他们看到的东西袁 而不是他们寻找
的东西遥 怀斯曼教授的研究最终揭示了总是感到幸运
的人通常通过四个原则来获得好的感觉遥 他们善于创

造和发现机遇袁善于通过倾听自己的直觉做出决定袁善
于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实现梦想袁 善于调整出一种弹
性的尧野永不言败冶的态度将坏运气转为好运气遥

怀斯曼教授还普及性地总结出让自己获得好感觉
的四个技巧院

1冤倾听你的直觉要要要它们通常都是正确的遥
2冤乐于打破常规袁接受新的体验遥
3冤每天花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些进展顺利的事情遥
4冤在开始重要的事情之前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幸

运的人遥
他说袁 世界上最感到幸运的人遇到的并不总是美

好的事情袁 但是他们一定学会了如何从不美好的人和
事中看到美和好遥 来源院羊城晚报

为何有些人总感到很幸运

听古典音乐可以放松身心尧陶冶情操遥最近巴西的一
项新研究还发现袁古典音乐能使降压药物更有效袁起到辅
助治疗的作用遥
科学家以 37名长期高血压尧并已接受过半年至一年

降压治疗的成年患者为对象展开研究遥 在服用了常规降
压药物后袁参试者在同一音量下通过耳机听 60分钟古典
音乐遥 其间袁研究人员分别在用药后 20分钟尧40分钟和
60分钟测量他们的心率遥 第一轮测试结束后 48小时袁参
试者们进行了重复测试遥最后袁参试者在不听音乐的情况
下进行第三轮测试遥

结果发现袁 服用降压药后的参试患者在听古典音乐
时心率得到明显改善袁15分钟后药物开始起效袁60分钟
时药效达到峰值遥这表明袁古典音乐可以优化降压药物的
治疗效果遥
该研究作者袁 圣保罗州大学的维克托窑恩格拉西亚窑

瓦伦蒂教授说院野曾有研究称袁当人们承压时袁听古典音乐
可以降低心率袁缓解压力遥我们相信音乐疗法对高血压患
者会有积极影响袁于是针对听古典音乐后袁心率以及收缩
压尧舒张压的变化做了此次研究遥 测试中袁我们观察到古
典音乐加强了副交感神经系统活动袁 并减少了交感神经
活动袁而后者的活跃会加速心率尧收缩血管尧升高血压遥 冶

来源院人民网

古典音乐提高降压药效

近日袁县糖尿病专科医院以荧屏流动字幕尧健教画廊尧微信等方式袁开展野全国卫生县城冶复审及野糖尿病防
治冶健康知识宣传遥 4月下旬以来袁该院开展各类宣传受众 5千余人次遥

小常识

想健康，请记住这几种好食物

几串葡萄能让皮肤更细腻，一杯绿茶能让头发更浓密。英国《魅力》杂志近日发布的《人体修复食谱》
指出，某些食物能够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完美。

改善皮肤细纹院葡萄
细胞代谢会产生自由

基，对皮肤伤害极大，而葡
萄里的抗氧化剂能预防和
修复自由基导致的皮肤干
燥、起皱纹和松弛下垂问
题。一天吃两小串葡萄就
可满足正常人每日 20%的
维他命 C摄入量，还可防
止皮肤弹性蛋白的流失。

减少指甲劈裂院鸡蛋
不要认为指甲只有

一层，其实它还有角蛋
白层。如果你的指甲比
较脆、易劈裂，最快捷的
补救办法是补充蛋白
质。多数人每天需要补
充 45至 65克，可以吃
一些瘦牛肉、家禽肉和
坚果。另外，早餐吃两个
鸡蛋就能摄入 12.5 克
的蛋白质。

滋润头发院绿茶
头发质量差的人最

好每天喝 2 至 3 杯绿
茶。茶里的咖啡因能减
慢某种化学物质的分
泌，而该物质会诱使毛
囊萎缩，让头发看起来
很稀疏。

让精力更充沛院
苹果加花生酱
这个组合里含有

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蛋
白质，比饼干这样单
独的碳水化合物消化
时间更长，所以能源
源不断地为身体补充
能量。
来源院中国新闻网

关注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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