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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

本报综合

现在很多人都习惯“早餐马虎，午
餐应付，晚餐丰富”，而晚餐又常常吃
得很晚，其实，这种做法对健康非常不
利，另外，不吃晚餐减肥的做法也遭到
了专家的否定，那么，晚餐究竟该怎么
吃才最有利于身体健康呢？吃几分
饱，吃什么，怎么吃？

对于上班族来说，晚餐是个很头疼
的事情。早餐已经匆匆忙忙，午餐又在
外凑合，晚餐时已经疲惫不堪，身体极
度不满足，很想吃顿大餐慰劳自己。可
是，想到丰盛的晚餐，害怕发胖的女性
们深怀顾忌，唯恐腰围尺寸增长，同时，
主妇们也满怀担心，已经高血脂、脂肪
肝的老公吃这样的晚餐适合吗？

吃饱点吧，时间已经太晚，晚上又
没有什么运动，担心影响健康，不吃饿
着吧，又怕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晚上
饿得睡不着。晚餐的困局，应该如何
化解呢？这里就来帮大家出谋划策，
打造身体最买账的吃法。

首先要说说，晚餐到底什么时候吃
合适。理想的状况，是距离就寝时间至
少3小时。这时候胃里食物已经残留
不多，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餐后
到睡前之间有时间做一点活动，也会降
低发胖的危险。也就是说，如果晚上
10点休息，那么晚餐应该在6-7点。

第二个要讨论的是，晚餐吃几成
饱才合适。如果把吃到嗓子眼儿算成
10分饱，那么正常的晚餐适宜吃到7

分饱。所谓7分饱，也就是说，胃里还
没有觉得胀起来，没有负担感，食欲已
经减弱，习惯性地还想再吃几口，但是
如果当时把食物拿走，也不觉得遗憾，
而且晚上睡前不会觉得饿。

如果需要减肥，吃到5分饱就可
以了。就是说，饥饿的感觉基本消失，
但还有明显的食欲，想再吃一些。睡
前可能稍微有点饿。对于需要减肥的
人来说，这种程度已经足够了，如果再
吃恐怕会控制不了自己，一直吃到撑。

第三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晚上
有没有一点活动。如果是温和的运
动，比如做广播体操、散步什么的，饭
后20分钟后做就可以了。如果是跑
步、瑜伽这样的活动，最好在饭后1个
半小时以后，最理想是2小时后。因
为这时胃里已经不再沉重，不会影响
到消化，运动起来更为轻松。

假如晚上有些运动，晚餐就不用
让自己挨饿，只要吃清淡些，就能预防
体重的上升。然后要搞清楚的是，怎
样让人吃5-7分饱的时候，轻易地停
下嘴来，而且还觉得比较满足呢？那
就要从食材和烹调方法下功夫了。

晚餐的食材，大多数时候来说不
宜油腻。肥美的牛排、红烧肉，其实不
太适合晚餐时多吃。如果实在喜欢，
只可偶尔大快朵颐，或者吃两口添点
味道就好了。如果换成清炖鸡、清蒸
鱼、酱牛肉、白灼虾之类，脂肪含量会

少得多，但因为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晚
餐时也不宜多吃，肉类、鱼类、海鲜等
最好不要超过1两。

相比之下，倒是那些早餐和午餐
不容易吃到的食材，更值得在晚餐时
加入到餐单当中。早上人们很少吃到
蔬菜，因为中午在外就餐，或者匆忙制
作，通常也很难吃到足够的蔬菜。如
果晚餐再完全省略，那么一天当中吃
进去蔬菜的数量就会少得可怜，没法
满足一日500克蔬菜的健康目标。

又比如说，在外面很难吃到粗粮
豆类和薯类，晚上有点时间烹调，就可
以给自己把这些对预防多种疾病非常
有益的食材补齐。用它们代替白米饭
白馒头，既能少吃而提高饱感，又能变
换口味，带来新的饮食乐趣。

如果确实想晚上吃一份减肥餐呢，
也不必完全饥饿。不妨考虑水果+酸
奶、粗粮豆粥+蔬菜、豆子+坚果+蔬菜，
以及薯类+豆制品+蔬菜这几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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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这么胖 原来都是晚餐吃错了！

石榴配上希腊酸奶

经过特殊配制，希腊酸奶比一般
的酸奶多两倍的蛋白质，但碳水化合
物含量只是一般酸奶的一半，同时含
有丰富的营养，对于正在减肥的MM
们来说，非常有效。另外，石榴的酸
味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抗氧化剂。有
兴趣的MM不妨来动手试试。

做法：先把三分之二个希腊酸奶
放进玻璃杯里，再加上四分之一个石
榴，然后用勺子把两者混合，之后就可
以直接食用了，每天一次，每次一杯。

燕麦粥

燕麦中含有极其丰富的亚油酸，
因此燕麦粥对脂肪肝、糖尿病、浮肿、
便秘等有辅助疗效。燕麦粥有效降

低胆固醇的同时，还有养胃，增强体
力的裨益。

做法：先将燕麦和大米淘洗干净
放进锅里，再加适量的清水，然后用
大火煮沸，文火煮烂即可。

果蔬沙拉

果蔬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食用
后容易饱胀，有效减低食欲，而它们
本身又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有效
补充身体所需的能量。既可以饱腹
又不用担心会发胖，且能增加肠道的
蠕动，真的是一举数得哦，你们赶快
来试试吧。

需准备的食材：莴苣、玉米、豌豆、
番茄、时令水果、胡萝卜和橄榄油。

做法：1、首先把所有食材洗干净
备用，莴苣需在清水中浸泡5分钟；2、

将莴苣切片，玉米和其它食材切成大
小适中的块状；3、把所有东西放进盆
子里，加入适量的橄榄油搅拌即可。

薏苡仁粥

薏苡仁含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其
主要成分为淀粉及糖类，并含有脂
肪、蛋白质、薏苡仁酯、亮氨酸、鞍氨
酸、维生素B1等营养物质，能有效促
进新陈代谢和减少胃肠负担。

而粳米能提高人体免疫功效，促
进血液循环，从而减少高血压的机
会。粳米米糠层的粗纤维分子，有助
肠胃蠕动，对治疗便秘疗效很好，从
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材料：薏米、粳米和白砂糖。
做法：先将薏苡仁和粳米洗净

并放入锅内，再加清水适量，然后武

火煮沸，文火煮成粥，在熄火前加入
适量白砂糖即可。每天一次，随量
食用。

红豆汤

红豆中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
具有良好的润肠通便、降血脂和健
美减肥的作用。每天晚上用一碗
红豆汤代替晚餐，既能补充能量，
又不用挨饿，同时红豆具有美容功
效，每天坚持喝一碗一周就可以瘦
1 斤哦。

材料：红豆、陈皮。
做法：先把红豆放在清水中浸泡

半个小时，洗净后放进砂锅，再加入
适量清水，煮30分钟左右加入陈皮，
煮沸即可熄火。

晚餐减肥食谱推荐

今年8月，4个来自云南的孩子在
金坛朱林镇附近的运河里嬉闹，其中3
人游上河岸后才发现水性最好的那个
小伙伴不见了。拨打110后，金坛蓝
天救援队（以下简称金坛蓝天）立即出
发，经过5个小时的搜寻打捞，终于找
到溺水身亡的孩子。这个悲剧，已经
是入夏后的第5起。

金坛蓝天队长何云说，俗称“二山
二水六分田”的金坛水域面积很大，水
上救援的频率比常州市区要高，他们
和110联动后，能够做到在第一时间
出发救援，最短的一次在110接到报
案后10分钟就抵达现场，但由于水域
情况复杂，水底水草杂物多，以及溺水
者落水处不明，救援的结果往往就变
成“打捞”尸体。

溺水救援有遗憾，但在今年7月
初金坛指前镇抗洪救援中，金坛蓝天
爆发了全力，三天内出动65人次参与
第一线的救援工作，把上百位村民转
移到安全地带，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水
上守护者”。

他们被评为抗洪先进集体，
在社会组织中选票第一

“连日大雨，水位上升很快，一道
道防线破了，河水都淹到了马路，我们
要排查受淹受涝严重的地方，在一些

危险区域放置警示标志。”何云说，在
紧急转移救援前，不少指前镇的村民
就被安置到镇区高处，但还是有不少
人不愿意撤离。直到千亩围堤全线漫
堤后，水急速上升，水电煤都停了，人
们再无法进行正常的生活。7月5日，
金坛蓝天接到了指前抗洪救灾指挥部
的紧急任务，带上2条冲锋舟和4条皮
划艇开始转移受困村民。

“其实在这前一夜，我们就接到了
一个指前镇社头村的求助电话，有个
90岁的老人行动不便，家人怕他有危
险，希望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何云
说，那天晚上他们出动了9个人，带了

冲锋舟，开车一小时到达救援地附近，
再开船进入现场。那时水已经齐腰，
电也断了，接到老人后发现原来有两
个人需要救援。

“转运村民没有那么容易，水淹之
处根本不是正常河道，水底和水面情
况复杂，都有不少障碍物需要避让。”
何云说，救援时必须有队员在水中拉
着船走，这样才能保证村民的安全，但
也因为长时期泡在水中，不少队员出
现皮肤问题。

金坛蓝天出色的救援行动得到社会
认可。8月，金坛蓝天被评为区一级抗洪
先进集体，在社会组织中选票第一。

他们加入蓝天带着无偿奉
献的信念，为救援时刻准备着

何云说，金坛蓝天2014年开始筹
建，水域救援培训一直是他们的训练
重点。2016年得到中国蓝天救援队
授权正式建队，几个月后就遭遇了指
前镇的灾情，参与大规模防洪救灾任
务，既是一次艰巨的考验，也是一次锻
炼队伍的机会。

“2013年开始，我就参与常州蓝
天的活动，由于金坛离常州市区还
是有一定距离，参与救援工作不方
便，我决定在金坛单独建队。”何云
说，初建时9人，他自己还是预备队
员，现在已经拥有 25 名正式队员，
其中女队员就有10人，志愿者加预
备队员120多人。队员里有医护工
作者、公务员、老师、企业管理者等
不同身份。

金坛蓝天除了承担救援任务，
还积极参与培训活动，给企事业单
位、学校的孩子上课。何云说，他
们已经连续两年与国防训练中心
合作，给军训的高一学生上火灾自
救、逃避等训练课程。接下来，他
们还将与民政减灾部门合作，深入
到社区防灾减灾点，做好基层培训
工作。

何云说，金坛蓝天是纯公益组织，
队员都是带着无偿奉献的信念加入，
他们要利用业余时间培训，随时都要
做好准备参与救援，不是军人却要有
军人的觉悟。

9月14日下午，市儿童医院在3号
楼多功能厅召开了工会第五届职工
（会员）代表大会。大会成功进行了工
会新一届工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产
生了新一届的工会委员。市卫计委工
联会主席郝锦出席大会，会议由院长、
党委副书记许军主持。

会上，费文华同志代表医院工会
第四届委员会作工会工作报告,他从
强化民主管理和监督、履行工会基本
职能、加强“职工之家”建设、加强自身

组织建设等方面回顾总结了第四届工
会五年来开展的工作，并明确了下一
届工会工作方向。工会财务委员钱旭
中做了财务工作报告。随后，经过103
名工会代表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委员、工会经费
审查委员会委员及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委员。最后，市卫生计生工联会主席
郝锦高度评价了医院上届工会工作，
并对进一步做好工会工作提出要求。

防汛救灾，溺水打捞，哪里有难他们都第一时间出现

金坛蓝天救援队，当之无愧的“水上守护者”

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紧密结合实际和需求，着力解决人
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题；巩固
2015年大型义诊活动成果，建设人民
满意的医疗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切实
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9月3日至
9月10日期间，市一院开展了“健康江
苏服务百姓”大型义诊周活动。义诊
地点主要为市一院门诊大厅和对口支
援的溧阳市人民医院，共有27名医护
人员参加。

9月 7日，在市一院的门诊大厅
里，来自11个专科的副主任及主任医
师为患者进行义诊。义诊涉及心内
科、呼吸内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血
管外科、胃肠外科、药物咨询、急诊科、
康复医学科、心理咨询、睡眠门诊等专
科，受到现场患者的好评。同日上午，
医院下乡医师来到溧阳市开展义诊活
动。今年义诊周恰逢“世界急救日”，
医院为普及急救知识邀请了重症医学
科的副主任医师为百姓作现场培训。

近日，市二院胃肠病中心举办了
“常武地区消化道早癌诊治策略”学术
沙龙，沙龙由胃肠病中心副主任黄锦
主持，美国哈佛医学院病理学教授黄
勤、江苏省人民医院内镜中心主任范
志宁教授、南京鼓楼医院凌亭生教授
以及常武地区10余家兄弟医院消化专
业的专家及科室负责人参加了本次学
术沙龙。

常州二院的消化内镜工作近年来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内镜设备不断更
新，内镜技术不断提高，ERCP、ESD、
超声内镜等项目已在常州具有一定的
影响力。通过一系列学术交流，市二
院在消化内镜领域与周边兄弟医院已
经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医院将在
不断苦练内功的同时努力推动常武地
区内镜技术发展，努力提高本地区胃
肠道早癌的诊治水平，为本地区群众
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为了使缺乏超声基础的麻醉医
生快速了解及初步掌握超声的知识
和技能，并正确应用于临床，常州市
中医医院麻醉科于2016年9月10日
举办常州地区《超声在麻醉中的应
用》交流会。本次会议综合应用理论
学习、模拟教学、真人演示等多种教
学方法，力求通过短暂的集中教学达
到最佳效果。

会议当天，来自常武地区以及临
近县市70多位麻醉医师汇聚一堂，参

与此次交流。会上，组织者除了授课
外还为每组都准备了超声设备和真人
模特，帮助大家直观地认识和理解超
声技术。

据市中医院麻醉科主任许旭东介
绍，超声拓展了临床麻醉工作范畴，极
大增强了临床麻醉安全性与可控性，
提高了麻醉质量。此次交流会，目的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麻醉医生有意愿并
有能力借助超声参与疾病诊断及决策
制定，真正成为一名围手术期医生。

9月17日，江苏省医学会麻醉学分
会气道管理学组成立大会在常州三院
召开。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气
道管理学组组长、北京医院左明章教
授；省医学会组织部部长陈军；省人民
医院麻醉科主任丁正年以及来自全省
各地的麻醉学专家教授参加了会议，三
院鱼国盛院长、谢伟斌副院长应邀出席
会议。与会的26位专家就国内外麻醉

气道学的发展动态等情况作了交流，并
结合临床困难气道典型病例进行了深
入研讨。

该学组成立后，将承担起江苏
地区医院的气道管理知识、技术培
训任务，为全省麻醉气道管理交流
和学习提供重要平台，也为带动常
州地区麻醉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奠
定了基础。

一年一度的国庆长假来临之际，为
切实做好节前期间医院安全管理工作，
市四院保卫科结合医院实际情况组织
开展了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系列活
动。9月13日下午，市卫计委副主任姚
福建带队来院督查，对医院新北院区的
高配、消控中心、特种设备等进行了认
真细致的检查，询问相关工作人员、查

看消防设备及相关台账记录，姚主任对
四院开展的双节前的安全生产大检查
表示认可，要求医院节日期间，要明确
责任，确保节日期间安全工作责任到
人、措施到位；要强化安全意识，狠抓基
础管理，抓好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
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全院职工与患者
家属过一个祥和安全的节日。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卫计委2016
年“健康江苏服务百姓”大型义诊周活
动精神，同时做好第12个“中国预防出
生缺陷日”的宣传，市妇幼保健院开展
了“健康江苏服务百姓”和“中国预防
出生缺陷日”义诊宣传活动。

9月3日上午，在医院门诊阳光大
厅，来自妇产儿科、乳腺科、宫颈疾病
中心和孕前保健、产前筛查门诊的7
名主任医师，为来院就诊和探视的患
者及家属义诊服务。2小时的义诊活
动，答疑患者咨询100多人次，量血压

有50多人次，发放《关爱女性护航健
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等宣
传手册和折页300多份，活动为准妈
妈和新妈妈们赠送《0-3岁亲子营养
手册》。同时，产前诊断中心主任虞斌
还给大家作了《出生缺陷防治》主题科
普讲座。

义诊周期间，医院每周二安排产
科专家到礼嘉卫生院开展对口支援服
务，群保科副主任医师周华于9月8日
为新北薛家奥园社区进行妇女保健科
普讲座。

市一院开展

“健康江苏服务百姓”义诊周活动

市二院举办

“消化道早癌诊治策略”沙龙

市中医医院举办

《超声在麻醉中的应用》交流会

省麻醉学会气道管理学组成立

市四院开展

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

市妇幼保健院开展

“健康江苏服务百姓”、“中国预
防出生缺陷日”义诊宣传活动

市儿童医院

完成第五届工会换届选举

慢性胃炎是临床常见病，多由胃
粘膜上皮受到各种致病因子侵犯所
致。调查结果表明：60%以上的慢性
胃炎患者存在幽门螺杆菌感染，严重
影响患者的饮食和健康。

根据本人近40年临床体会，临床
可分5型治疗幽门螺杆菌慢性胃炎：

肝郁脾虚型、脾胃虚弱型、脾胃温热
型、胃络瘀血型、胃阴虚损型。

目前西医对幽门螺杆菌感染尚缺
乏理想的治疗方案，常用的胃三联或
胃四联治疗对部分患者有效，单用效
果不佳。胃三联疗法细菌根除率可达
80%-90%，但常出现恶心、腹痛、腹
胀、腹泻、伪膜性肠炎等副作用。部分
患者因难以耐受而求助于中医，中医
治疗幽门螺杆菌慢性胃炎通过辩证及

辨病，运用清热解毒、活血通络，杀菌
的同时，擅长调理脾胃功能，减少和消
除患者用药后的不适感。

中医药抗幽门螺杆菌感染即可直
接抑菌，又能通过整体的阴阳平衡增
强机体免疫力，减轻症状，减少复发，
且中药组方变化灵活，可供选择的药
物数量多，其优势渐渐被人们认同。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临床治胃病
的常用中药，分别对幽门螺杆菌作抑

菌试验，发现幽门螺杆菌对黄连、大
黄、桂枝、三七、乌梅、元胡、党参、厚
朴敏感，显示这些中药对幽门螺杆菌
有较强的抑菌作用。此外：中药蒲公
英、百花蛇舌草、半枝莲、徐长卿、黄
芩、莪术等药理证实均有灭杀幽门螺
杆菌的作用，其中特别是三七，不仅
杀菌作用较强，且通过改善胃粘膜微
循环而加速萎缩肠化或增生组织的
病理逆转。

幽门螺杆菌胃炎的中医特色治疗
红梅中医馆主任中医师 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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