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健康】

本报讯 （记者 陶婷婷 通讯员 宋琼芳）初三、高三开

学了，非毕业年级也分批返校在即，校园重启，“神兽”归

笼，但尚处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做好复课后的健康防护？上

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为广大学生和家长精心准备复课健康

指南：一份清单、三个锦囊、八句口诀，备好防疫物资，掌握

防护技能，固化健康行为！

“神兽”未动，“装备”先行。市健康促进中心特别开出

一份“复课防疫必备物品清单”，建议家长及早为孩子准

备：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选择合适的尺寸，确保口罩紧贴

面部皮肤；75%的酒精棉片或消毒湿巾、免洗手消毒液等，

让孩子在不方便洗手时也能保持手卫生；书包里放几个清

洁、透气的纸袋，以便临时存放摘下的口罩，随身携带纸

巾，做好个人卫生。家长应了解学校相关要求和流程，积极

配合落实学校防控措施；如需接送孩子，做到“快接快送”，

避免聚集。

“装备”齐全，还需技能“开挂”。学生如何强化个人防

护能力？市健康促进中心给出三个锦囊：科学戴口罩，双手

勤清洁，同学留距离。随身携带口罩是“头等大事”，进入教

室等人多场所或与他人近距离接触（≤1米）时必须戴口

罩，只有在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的场所才可不戴口

罩，正确摘戴口罩，才能发挥口罩的防护效果；外出回来、

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喷嚏咳嗽后，要勤洗手，更要会

洗手，不能敷衍了事，按照“七步洗手法”仔细清洁；同学重

逢自然兴奋，但见面应避免拥抱、握手，仍需保持适当距

离，减少呼吸道传染病感染风险，更不要组织和参加同学

聚会等聚集性活动。此外，尽量步行或骑行上学，如需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也应全程规范佩戴口罩，少触碰公共物品，

与人保持距离。在学校里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出现发

烧或身体不适时，及时告知老师，及早就医。

除了疫情防控的“硬核”技能之外，市健康促进中心还

送上八句口诀，希望学生与家长共同将防疫经验固化为健

康行为：脏手不摸眼口鼻，餐具毛巾不共用，喷嚏咳嗽掩口

鼻，用过纸巾不乱丢，学习生活有规律，保证睡眠不熬夜，

荤素搭配多种类，少喝饮料勤喝水。

笔砚相亲，晨昏相伴，春日校园格外灿烂。因此，切莫

焦虑，也别大意，做好科学防护，养成良好习惯，拥抱青青

校园，享受健康生活！

一份清单、三个锦囊、八句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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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人们宅家减少外出，其间由于饮食不节制、缺

乏运动、睡眠不规律等原因，肠胃负担加重，功能性消化不良、

慢性便秘、肠易激综合征等胃肠疾病成了很多朋友的困扰。该

如何保护我们的肠胃？

哪些因素导致胃肠道疾病高发

中医认为，胃肠疾病多与饮食不洁与不节、情志不遂、劳

逸失调、感受外邪、脾胃素虚等因素有关。

饮食失宜：不合理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会诱发或加剧

胃肠疾病。过食寒凉，寒冷会刺激胃黏膜收缩，减少胃酸分泌，

导致消化不良；还可刺激平滑肌，引起收缩痉挛，造成疼痛；同

时寒冷会加速胃肠蠕动，造成腹泻。暴饮暴食加重胃肠负担，

导致消化不良，增加泛酸的机会；急性胃扩张会引发胃穿孔，

甚至引发急性胰腺炎、急性胆囊炎。

情志不遂：心理问题被认为是很多疾病的诱因，有部分人

对于疫情过于焦虑紧张，常常会诱发腹痛、腹胀、腹泻或便秘

等问题，这就是我们常提到的“肠易激综合征”。

劳逸失调：特殊时期，很多人缺乏运动，胃肠蠕动减慢，会

出现消化不良、腹胀、便秘等情况。同时作息规律被打乱，熬

夜、赖床，还有些人早饭不吃，深夜搞个夜点心吃吃，极易引发

胆囊炎、胃肠功能紊乱。

感受外来邪气：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共餐制，易造成

HP（幽门螺杆菌）的交叉感染。而幽门螺杆菌常常会引发胃

炎、消化道溃疡甚至胃癌。剩饭剩菜或熟食不加以适当贮存就

容易被细菌污染，使胃肠道感染，造成恶心、呕吐、腹泻甚至胃

肠炎症。

脾胃素虚：本身有慢性胃炎、慢性肠炎或消化道溃疡病史

的患者，特殊时期就医减少，服药依从性变差，也易加重胃肠

疾病。

如何有效预防胃肠道疾病

饮食原则：新鲜、清淡、适当、适量、规律。三餐规律，摄入

适量的新鲜水果、蔬菜、优质蛋白及谷物；避免坚硬、生冷的食

物，切勿过饱，切忌暴饮暴食以免加重胃的负担；进餐时尽量

做到细嚼慢咽，既有助于消化，又能减轻胃的负担，减少胃黏

膜的损伤；慢性胃病患者忌食辛辣煎炸刺激食物，尽量避免进

食过热、过酸，或过于寒凉及熏烤的食物，减少对胃的不良刺

激；胃酸过多者忌食过甜、过酸的食物，如红薯、番茄及较酸的

水果等；容易胃胀的患者应尽量少吃容易胀气的食物，如土

豆、红薯、芋头、米粉、豆制品等。如果胃酸、胃部灼热感比较明

显，应尽量避免烟酒、咖啡、浓茶、碳酸饮料等刺激性食物。

适当运动，作息规律。适当运动，平时可以做做五禽戏。五

禽戏是模仿虎、鹿、熊、猿、鹤五种动物的神态与动作，由汉魏

时期神医华佗创编，是中国传统导引养生的一种重要功法，也

是中医防病治病的一种有效手段。五禽戏要求意守、调息和动

形相互协调配合，并通过效仿虎之威猛、熊之沉稳、鹿之安舒、

猿之灵巧等，展示不同动物的动作，可以让身体各部位得到针

对性的锻炼。瑜伽也不失为居家运动的另一种选择。

中医预防保健方法

按摩合谷、足三里、中脘或阿是穴，常可起到急则缓急止

痛，缓则治本康复的作用。具体操作如下：

揉法：仰卧，用掌揉按腹部，以腕关节为主进行回旋动作。

先用右手向右转10次，再向左转10次，再挟左手，向左右各旋

转 10次。揉时由慢而快，再由快而慢，用力要均匀。如此反复

揉10—15分钟。

按法：用中指与食指点按腹部，由腹上部向下，再由腹下

部向上点按，并注意腹腔部位有无软硬块与压痛点，以及气过

水声的局限性与游动性。

推法：用手掌上下、左右、前后推摩，靠手掌的灵敏性查明

腹腔内软硬条块的部位与方向，以掌指的灵活性促使组织复

位或痉挛缓解。

注意事项：

1. 胃痛者，如果有/无胃病史，吃了胃药没有改善，睡眠

好、情绪没有较大的波动，或伴有胸闷、后背疼痛，那就要警惕

胃痛不一定是胃病，有可能是心脏疾病引起的疼痛。即便是

“胃病”，可能是慢性浅表性胃炎或功能性胃肠疾病等，也可能

是糜烂性胃炎、胃溃疡、胃癌等疾病，需要去医院就诊。

2. 如果只是轻微的腹痛、腹泻，很可能只是“吃坏肚子”

了，注意清洁、清淡饮食，往往能自己痊愈，但如果腹泻比较严

重，一天>3次，出现脱水而表现为面色苍白、口干，或者粪便中

有黏液、脓血，或伴发热，或伴恶心、呕吐，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3. 如果 50岁以上突然出现便秘，或者出现肠梗阻症状，

或伴有体重快速下降，或有大便带血或出现贫血表现，请及时

去医院就诊。

4. 如果有胃肠疾病病史，吃了药没有好转，但是睡不着、

容易胡思乱想、易生气，或者因情绪的变动诱发或加重，可能

是功能性胃肠疾病，可以调整生活习惯在家观察。

5. 如果大于 55岁，出现新发胃痛或伴有消化不良，或出

现了呕血或黑便，或是顽固的呕吐，或是吞咽困难或疼痛，进

行性消瘦，那要及时就诊。

中医有云：百病皆由脾胃而生。特殊时期，保护好自己的

脾胃，增强免疫力，抓住春季养生的时机，养胃护胃。对于严重

的胃肠疾病还是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必要时行胃肠镜检查，切

莫拖延，以免延误最佳诊治时机。

作者：龙华医院浦东分院消化内科医师 类维静 喻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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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来科普】

预防病毒感染是控制疾病播散最重要

的方法。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肆虐下，

各种预防的措施和药物纷纷上了热搜。正

确使用药物预防感染，药师责无旁贷。今天

我们来讲讲人们普遍认为可以提高抵抗

力、防治感冒的维生素C。

维生素C真的有用吗？

人们之所以认为维生素C能增强抵抗

力，预防感冒，最早是源自于 20世纪 70年

代，诺贝尔化学奖和和平奖得主美国化学

家莱纳斯·卡尔-鲍林写了一本名为《维生

素C和普通感冒》的书。他的观点是：维生素

C能预防和治疗感冒。然而迄今为止，他的

理论并没有得到医学界的认可。

所有人都要使用吗？

2013 年，一项纳入了 29 项研究共计

11306名受试者的分析研究报告结果显示：

1. 普通人群：服用维生素 C普通感冒

的发生率未降低；

2. 长期暴露在寒冷环境中或者从事高

强度运动（如马拉松，滑雪等）：每天补充

0.25～1克的维生素 C，普通感冒发生率可

以降低一半；

3. 研究还证实：长期服用维生素 C能

缩短普通感冒的病程，还可以降低普通感

冒症状的严重程度。

总之，维生素C不能杀灭感冒病毒，因

此不能代替药物治疗。但有维持免疫功能

的作用，可以作为辅助用药，缩短病程和疾

病症状的严重程度。

哪些人群不宜使用？

1. 不适宜人群：恶性贫血、缺铁性贫

血、镰状细胞贫血、白癜风、尿路结石、糖尿

病、痛风、血色病、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

乏症、胃溃疡等患者，补充维生素C需谨慎。

2. 不宜合并使用药物：

⑴碱性药物：如氨茶碱、碳酸氢钠、谷

氨酸钠等不宜合用。

⑵核黄素、避孕药、抗惊厥药、阿司匹

林等与大剂量维生素C同时服用，可能会影

响彼此的疗效。

⑶红霉素、环孢菌素与维生素C同服，

会降低疗效。

此外，口服大剂量维生素C还可干扰华法林的抗凝效果。因此长

期需要服用以上药物的患者，补充维生素C时要格外谨慎。

作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 金知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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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5 月份赤潮暴发月份赤潮暴发 少食海少食海红红等贝类等贝类！！
上海海洋大学专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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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4月 5月，全国各地都出现食用贻贝（海红）造成

食物中毒的新闻，各地也纷纷出台了一些安全提示，上海

海洋大学食品学院陈舜胜教授提醒市民少食、慎食海红。

为什么要少吃海红等贝类？吃海红中毒的内在原因是

什么？

答：赤潮是海水中的浮游生物（微藻）暴发性增殖或集

聚引起水色变化，危害渔业与生态环境的一种现象。主要

发生在近海海域，赤潮的水色依形成时占优势浮游微生物

的种类而异，有呈粉红色、酱红色、黄褐色甚至绿色，赤潮

的海水带有腥臭味。赤潮发生时，海水的溶氧量明显降低，

赤潮微藻带有强烈毒性。因此，贝类、鱼类接触、摄食赤潮

生物、感染毒素后，会造成大批量死亡；轻度接触，则使鱼

贝类带有毒性。鱼类中毒后死亡容易察觉，但贝类耐毒性

强，部分染毒后仍然是存活的，容易被忽视。鱼类遇到水质

差的环境在一定程度内会游动避开，贝类一般为定着性生

物，无法及时移动避开污染水体，更易染上毒素。海红是中

国北方大连、青岛一带对贻贝的俗称，浙江与上海地区将

其煮熟后的干制品称为淡菜。贻贝作为滤食性生物，可以

从海水中摄取颗粒状及胶体状有机物，还能从海水中直接

吸收有机物。贻贝大多生活在潮间带至低潮线附近，这是

赤潮的多发区域，从而与赤潮微藻全方位密切接触。赤潮

一旦发生，区域内其他贝类，甚至鱼类，都有可能染毒。贻

贝只是作为普遍分布并广为食用的代表性贝类，比较具有

典型性。如果我们食用了这些染毒的贝类（或鱼类），赤潮

毒素就进入我们体内，就可能引起食物中毒甚至致死，赤

潮毒素的种类繁多，食用贝类引起的麻痹性贝毒、腹泻性

贝毒、失忆性贝毒中毒都可归因于赤潮毒素。麻痹性贝毒

是一种与河豚毒素的毒力与毒性近似的神经毒。

海红这种贝类，在什么季节适合吃？

答：春夏、初秋季节，水体富营养化会导致赤潮更多一

些。建议赤潮多发期间，不要食用海红等贝类。近年来赤潮

发生的季节延长，区域也在扩展，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应该

增强检测、监控与监管。作为消费者应该选择采自海区环

境保护较好的地区食用贝类。

怎么挑选海红？海红如何食用？

答：海红为海水贝类，如果能用海水、盐水将贝类暂养

一下，毒素稍微会有一些排放而致毒性缓解。不过还是建

议赤潮期间少吃海红等贝类。挑选时一定要选择活的、活

力强的，死的不要吃。贝类的毒素一般在内脏中较高，必要

时可去除内脏。同时，要清洗干净再煮熟。

春季吃什么海鲜比较合适？

答：春季应市的海鲜种类很多，鲳鱼、鳓鱼、凤尾鱼、大

黄鱼，都是适时的美味佳品。

本报记者 陶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