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美食

夏至过后，三伏就到了。如今过了
小暑，多数地方气温居高不下，有多少
人和食神一样被高温和空调的反反复
复给折腾得头晕流涕、苦不堪言呢？夏
季因为室内外温度的差异和人们对冷
饮的偏爱，人们最容易受到感冒的困
扰，这时候吃点什么好呢？今天给大家
介绍的是西瓜翠衣做的美味茶饮。
西瓜翠衣茶
食材!西瓜皮适量，水、冰糖适量
做法!

1、将西瓜皮外部的翠衣切下并用
清水清洗干净；

2、将翠衣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水开
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煮约10分钟；

3、加入少许冰糖调味后，待冷却后
即可盛出饮用。

夏季易患暑热感冒
西瓜翠衣去暑热

根据中医辨证对感冒的理解，夏季
的感冒症状一般分为暑湿感冒和暑热
感冒。暑热感冒和暑湿感冒都发生在夏
季，都因感受暑气而生。但两证的病因
和病机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夹湿，病因
的差别决定了两证的病位有差异和临
床表现特点亦不同，治疗方法也有区
别。暑热感冒表现出的症状为身热汗
多，口渴心烦，小便短赤，体倦少气，精
神不振等，治疗时以清暑益气、养阴生
津为主，在诸多药材中，西瓜翠衣就是
一种治疗暑热感冒的中药材。

西瓜翠衣，说白了也就是绿色的西
瓜皮，性味甘凉，入脾、胃二经，能清暑
解热、止渴、利小便，煎饮代茶，可治暑
热烦渴、水肿、口舌生疮、中暑和秋冬因
气候干燥引起的咽喉干痛、烦咳不止等

疾病。同时，西瓜翠衣还具有去水肿的
功效，对于因暑湿出现体内水分积存过
多的人群来说，也是利水消暑的良方。

西瓜皮美容解酒
吃完西瓜别扔掉

西瓜是夏季第一解暑水果，可大多
数人吃完西瓜以后瓜皮就扔掉了，未免
让人感到可惜。现代研究表明西瓜皮含
有蜡质、瓜氨酸、甜菜碱、苹果酸、果糖、
葡萄糖、蔗糖、番茄红素、维生素 C及
钙、磷、铁等矿物质，有增进尿素形成，
导致利尿的作用，可用于泌尿系统感染
等多种疾病。同时，有消炎降压，促进新
陈代谢，减少胆固醇沉积，软化及扩张
血管，抗坏血病等功效，能提高人体抗
病能力，预防心血管系统疾病的发生。
并且对水肿、肾炎、烫伤、浮肿等疾病有
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新鲜西瓜皮还可
直接用来搽脸、手臂，对滋润营养美容
也很有好处。此外，西瓜皮还具有较好
的解酒作用。因此，吃完了西瓜不妨将
西瓜皮切下晒干备用，或直接用来洗
脸，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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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伏警惕暑热感冒
西瓜翠衣去暑热烦渴

黄梅雨季伴随而来的，是令人倍感
不适的闷湿天气。如此天气，倒是很适
合蚊子的孳生。如何驱蚊？今年网上流
传度最广的方法就是把维生素B1溶解
于水，喷洒在皮肤表面，又或者直接口
服维生素B1。看到医院里的同事对此
法也跃跃欲试，作为药师的我想一探究
竟，这个方法真的有效吗？
蚊子不喜欢维生素B1的臭味？或

许最根本的原因是维生素B1有微弱的
臭味，还伴有苦味。溶解于水，喷洒在皮
肤表面，能让蚊子“退避三舍”。同样，那
些“口服维生素B1驱蚊”的说法，也是
基于人体能够通过汗液排出那种特殊
的味道。

蚊子真的能像人一样"嗅#到这种令

人恶心的味道$同时用行动表示不喜欢%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
媒介生物防制所所长马晓说，他听说过
维生素B1驱蚊的方法，但他认为这个
方法不太靠谱。一方面，蚊子不像人那
样能“闻”，所以通过味道来驱蚊的说法
并不成立；另一方面，吸引蚊子的主要
因素是人体新陈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
如果这个因素无法克服，想要避免蚊子
叮咬不太可能。

其实$&维生素
!"

能驱蚊# 并不是

个新话题'

早在2011年8月17日，国内知名
科普机构“果壳网”就曾发表过一篇题
为《维生素B1驱蚊不靠谱》的文章，文
章的作者是一名医学博士。文章中也提
到“2005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动物学
研究者Ivesar与同事做了研究，对维生
素B1能否应用于驱蚊防蚊进行了全面
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维生素B1对蚊
子落在皮肤表面的次数不会有什么影
响。换句话说，维生素B1不会有什么驱
蚊效果”。
针对眼下所谓“口服维生素B1能

驱蚊”的说法，文章中也提到了其可能
存在的危害性，“值得提醒的是，人体每
天对维生素B1的需要量在1-1.5mg，
肉类、豆类、坚果中都含有丰富的维生
素B1，一般不需额外补充。而网络上流

传的各种维生素B1驱蚊配方里，其剂
量接近正常人体需要量的一百倍。尽管
较少有维生素B1过量危害的报道，但
可能对其他B族维生素吸收、胰岛素与
甲状腺素的分泌产生干扰，大量补充并
不是明智之举。”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减少蚊子

骚扰%

专家建议，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
去除蚊子繁殖的温床，而居民家中最容
易产生孳生蚊子的就是室内外的积水。
比如家中有养水生植物的，记得要定期
换水；房前屋后不常用的盆罐应清除或
倒置存放，防止积水。
此外，通过使用传统的纱门纱窗和

蚊帐，为蚊子靠近人体设置屏障也是很
有效的。希望这些小知识能帮助市民们
科学驱蚊，健康生活！ 冯凯

饱受颈、肩、腰、腿疼痛折磨的患者有福音
啦：六代人传承 154年的百年老店、政府“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马明仁膏药铺进入常州
一年多了，其真功实效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常
州颈、肩、腰、腿疼的父老乡亲可来店免费诊治
试贴，让您亲身感受马明仁膏药的神奇效果!

马明仁膏药铺创于咸丰十年(1860年），由清
末民间骨外科大夫马六懿所创，历时六代人传承，
严格按照古法工艺流程炮制，选料、浸泡、炼油、升
华、下丹、去火毒、去燥邪、启封、滩涂，步步考究。
马明仁膏药第六代传人马绪斌先生在完整继承了
祖先的秘方和制作工艺上，运用现代医学技术将
药物的有效成份进一步提高、升华，效果奇特，屡
试不爽。而今马明仁膏药被国家列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作为传承人的马绪斌深感责任重
大，为了不负祖宗，不负百姓之众望，马绪斌为自
己的膏药铺立下“马氏新规”：凡是到膏药铺诊治
的患者，一律坚持免费试贴，凡是没有效果的一律
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果没有参加免费试贴的患者

给再多的钱也不卖一贴膏药，不让患者花一分冤
枉钱。“难道马明仁膏药就这样一直坚持免费试贴
吗？这样不是要亏老本吗？”马氏六代传人马绪斌
笑着说：“免费试贴体验疗效”肯定会一直坚持下
去，但我们也不完全是“活雷锋”，这样做的目的是
让大家不花冤枉钱，我相信只要有效大家就会购
买，也才会形成口碑效应，才会介绍更多的人来。
这样马明仁膏药“济世救民”“仁心孝世”的愿景才
能在更大范围实现。听到这里，大家明白了：人家
看似吃亏做傻事了，其实人家是在聚人气、赢口
碑，争取更多人的认可。所以，对于颈、肩、腰、腿疼
人群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好机会、大实惠。赶紧去试
贴。

常州药铺地址：兰陵北路 572号

（兰陵工人新村路口）

免费诊治热线：0519-67899088

湖塘药铺地址：武进区广电西路 186号

（常武路和广电路口西，建行对面）

免费诊治热线：0519-86308511

颈、肩、腰、腿疼就找马明仁
免费贴 免费试冬病夏治正当时

医患之间
尊敬的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我是贵院患者蒋华的女儿朱旦，
我母亲6月24日不幸去世，临终前住
院在贵院肾内科21床，住院期间得到
了贵院的精心医治和深切关怀。在此，
请允许我代表我父亲朱志雄及全家人
对贵院深表衷心感谢！特别对肾内科
21床抢救室主治医生刘华大夫提出表
扬！！感谢她在我母亲病危时不放弃、不
抛弃的救死扶伤的高尚精神！感谢她在
我母亲和家人深陷痛苦之时，给予无微
不至的精神关怀！
我母亲蒋华是长期的透析病人，

罹患心衰、脑干梗塞、房颤、糖尿病、高
血压等多种疾病。这次住院期间，曾经
心脏骤停10次，呼吸骤停好几次。每
当我们呼救时，刘华大夫总是第一个冲
进抢救室，亲自做心肺复苏按压抢救，
最长的一次连续按压半个小时之久。刘
华大夫体格弱小，却总能爆发出惊人的
持续力量！她做心肺复苏按压抢救，绝
不仅仅是体力劳动，更是一种与死神赛
跑的坚强意志力量！在她气喘吁吁的同
时，还要不断发出明确、坚定的抢救口
令！就在我们家人感到绝望的时候，总
能给我们希望和期待！难能可贵的是她
在抢救完病人的时候，总能及时地给精
神高度紧张、几近崩溃的我们家属安慰
和关怀！她总能成为我们家属坚持与病
魔斗争的坚强后盾！
我母亲在清醒的时候，拉着我们

的手，要求我们要谢谢医生！是的，的确
要谢谢医生！刘华大夫堪称“德以润身，
仁以爱人”的典型代表！要感谢“刘华大
夫们”的爱心仁术！要衷心感谢常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的白衣妙手们！

蒋华的女儿 朱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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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晕头痛、耳鸣、脑鸣”显奇效，

新配方———荞麦花粉汤，一喝准好

天眩地转、眼前发黑、站立不稳、头痛耳
鸣、恶心呕吐……是由于大脑缺血缺氧、神经
系统病变所致，甚至会引起脑痴呆、猝死等严
重后果……
好消息，郑老祖方由于效果突出，现已获批上

市，并且获得了中药专利配方，无论病情轻重，百
试百灵。以荞麦花粉为主要成份，修复受损的神
经，血管畅通，补足血氧量，快速消除（美尼尔综合
症、颈椎病、神经性头痛、高血压、耳源性、心脑血
管等）所引起的眩晕迷糊、头痛、失眠耳鸣等症，1
周期后症状减轻或消失；2-3周期即可康复不易
复发。

五盒一周期，现见报三日内特惠：买 4送 1，

买 10送 5

咨询热线：0519-88133759

（免费送货）

地址:市区华康药店（兰陵北路工人新村路口）

“眩晕、脑供血不足”
治一个 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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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乖，阿姨跟你打电话
最近，才10个多月大的双胞胎姐妹小羽和小月先后生病了，精神恹恹，眉头紧

锁，十分难受。小孩子大都惧怕医生，看到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都会紧张、哭闹。
常州儿童医院消化感染科副主任拾景梅接诊后，轻松的话语，亲切的微笑，主动拉
近了与孩子的距离，让两个小宝贝很快消除了恐惧心理，乖乖地让拾景梅听诊。外
婆和奶奶笑着说：“拾医生看病仔细，讲话又好听，这对双胞胎生病了只让拾医生
看，其他医生一靠近，她们俩就会哭闹排斥，不配合。” 徐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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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第一人民医院 地址：局前街185号 电话：0519-68870000（总机）

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地址：兴隆巷29号 电话：0519-88115301

常州二院阳湖院区 地址：武进滆湖中路188号 电话：0519-81087120

常州中医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25号 电话：0519-88124955（总机）

常州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兰陵北路300号 电话：0519—83016036

常州肿瘤医院 地址：怀德北路1号 电话：0519-86852634（总机）

健 康 服 务

常州市四院新北院区 地址：长江路和红河路路口 电话：0519-69807147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天宁区博爱路26号 电话：0519-88108181

常州市儿童医院 地址：延陵中路468号 电话：0519-88819919

常州第七人民医院 地址：延陵东路288号 电话：0519-85052468

武进人民医院 地址：永宁北路2号 电话：0519-85579150

武进中医院乳腺病专科 地址：湖塘人民西路6号 电话：0519-86582609

常州市口腔医院 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武进区康复医院 地址：长虹路与长江南路交汇处 电话：0519-89805282

红梅医院 地址：竹林南路20号 电话：0519-85502670

常州市德安医院 地址：常州市桃园路11号 电话：0519-88102812

荷花池街道卫生中心 地址：健身路30号 电话：0519-82052120

永红街道卫生中心 地址：木梳路6号 电话：0519-86969999

维生素B1可驱蚊？非也

拍摄于常州儿童医院

科学生活

《生命时报》曾与新浪网健康频道
联合发起中国人十大口头禅调查，“郁
闷”、“无聊”、“没意思”均入围。口头禅
代表一个人的说话风格和习惯，这些看
似不经过大脑、脱口而出的口头禅其实
更能反映我们的内心世界。在现实生活
中，感觉生活“没劲”的人的确不少。学
生抱怨上学“没劲”，上班族觉得工作
“没劲”，这让那些独守空巢的老人似乎
有了更多的理由感叹活得“真没劲”。

从社会整体来看，单一的价值取向
和功利的生活目标促使国人老觉得“没
劲”。当多数国人的中国梦里只有房子、
车子和票子时，每个人都被物质欲望驱
动，大家关心的问题似乎只有“能不能
赚钱”、“有没有利益”，而那些赚不到钱
或得不到利益的事都被抛在一旁。可仔
细想来，真正能让我们感到“有劲”、让
我们的灵魂感到“喜悦”、让我们的内心
感到“有趣”的事往往与功利无关，比如
与家人闲聊、陪孩子玩耍、帮爱人做家
务或投身兴趣爱好中。

然而，当凡事都要问个“有用没用”

时，生活的一切就变成了工具：学习成
了获得工作的工具，工作成了赚钱的工
具……如此循环下去，生命最终也成了
工具，我们渐渐失去享受的能力。试想，
如果美食只是为了填饱肚子，那还有谁
会去细细品尝呢？当所有人都被社会的
潮流裹挟着向前飞奔时，我们感觉自己
是在“被生活”着，就像被迫参赛的马拉
松运动员，连停下来都不可能，身心慢
慢透支，生活主动权被渐渐蚕食，享受
生活无从谈起，又怎会感到“有劲”呢？

偶尔说几句“没劲”可以理解，但老
说“没劲”非但无助于缓解心情，反而让
生活更加枯燥无味。因为“没劲”强化的
是“受害者心态”，它告诉我们，饭菜不
好吃不是我们不懂得品尝，而是厨师做
得不好。在这样的抱怨叹息中，我们忘
记了自己也可以学习做菜。积极的人在
偶尔感到“没劲”时，会马上想到另一个
问题：“如何让生活变得有意思？”因此，
“没劲”不应成为拒绝改变的借口，证明
你渴望幸福的证据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为追求幸福做了些什么。 来源!中新网

国人心理透视：

生活中午休对很多朋友来说都是
一种很好的放松办法，如果想要自己一
整天都高度集中注意力，最好的办法就
是中午打个盹。打盹确实是对身体充电
的办法，不过这种说法不包括有心血管
病的朋友，因为你们如果经常趴在桌子
上睡觉会有诱发心血管疾病的可能。

中午睡觉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随
便趴桌子上睡一觉，大脑是得到放松
了，但是这样的睡眠姿势却是最不健康
的。养生专家研究发现趴桌子上睡觉的
时候头部过度前倾或后仰，会压迫颈动
脉，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出现头痛、头晕
等症状。如果本身就有颈动脉狭窄或心
脏供血不足，这种姿势无疑雪上加霜。
此外，趴着睡还会使胸部受压，直接影
响呼吸，加重心脏负荷。

因此专家建议大家不管是在家里还是
在公司，都不能随随便便就趴桌子上，
最好是找一张床躺下来。实在不能平躺
的话，也要在就在脑后或胸前垫一个柔
软的靠垫或枕头作为缓冲，而不要把头
直接耷拉在椅背上或枕在胳膊上。心脏
不好、血压高的人尤其要注意，最好把
床倾斜10-15度，采用头高脚低的右
侧卧位躺下休息，这种姿势能减少回心
血量，减轻心脏负荷，有利于心脏休息。

而且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患有心
血管病的人在睡醒后不能马上起床，防
止血液回流过急，大脑供血不足，专家
建议大家可以先在床上躺一两分钟，然
后慢慢起床缓慢下地，这样才是保险的
方法。

来源!医学教育网

趴着睡会引发心血管疾病

老抱怨不如找乐 别把没劲挂嘴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