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B 生活资讯
2017年8月11日 编辑：蔡郁生 美编：郑 潇 校对：胡 玉 电话：2805136 邮箱：mzkbsd@163.com

缺少很多牙齿怎么办？

夏季气温高，糖尿病患者机体抵抗力差，容易诱
发多种疾病。专家提醒，夏季生活中糖尿病人尤其
需要注意预防感冒、腹泻和中暑。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医生罗逸翘说，
炎炎夏日，空调的使用非常普遍。如果长时间呆在
低温度的空调房里，空气不流通，室内外温差较大，
抵抗力不强的糖尿病患者很容易感冒。

罗逸翘介绍，夏季温度较高，饭菜易变质，倘若
进食了变质的饭菜容易引起急性胃肠炎，导致呕吐、
腹泻等。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生腹泻，一定要密切观
察血糖变化，可每隔3到4个小时测一次血糖。如果
血糖低，可以饮用果汁、牛奶，但不能饮用含咖啡因
的饮料。

糖尿病合并神经病变的患者体温调节能力差，
机体对内外环境温度变化反应迟钝，很容易中暑。
罗逸翘提醒，中暑多表现为多汗、口渴、无力、恶心
等，如果发生这些症状应立即转移到阴凉的通风处，
补充水和盐分，若症状加重，患者体温升高，面色潮
红或苍白，应立即送往就近医院及时治疗。

罗逸翘还建议，夏季糖尿病患者应多饮水，每
天饮水量最好在 1000ml 到 2000ml，以温开水、清茶
为宜，不可贪凉喝冷饮。同时需要经常监测血糖，
若不达标，及时就医，调整治疗方案。

□ 董小红

8 月 7 日为立秋，这预示着炎热的夏
天即将过去，秋天来临。虽有“秋老虎”的
余威，但总体趋势是天气逐渐凉爽。

白天防暑早晚防寒

立秋乃初秋之季，之后还有十余天的
三伏天，白天虽炎热，可早晚已经开始感
觉凉爽，而此时，人们该注意白天防暑，早
晚防寒，早晚防寒尤其重要。因为白天的
炎热会让人们以为此时仍是炎热的夏季，
而此时冷热更迭，燥风秋雨频袭，早晚温
差变大，若衣物加得不及时，凉席过凉，仍
过多饮食生冷食物，吹空调、吹风扇，就极
易受寒凉。

另外还要注意保暖下肢和足部，免得
寒从足下生，导致腹部脏器的气血失调，
引发身体各种不适，患上或加重胃疾。

此外，作息方面要“早卧早起，与鸡俱
兴”，使人体与自然界的变化相适应，才合
乎秋季养生之道。

做到内心宁静心情舒畅

立秋是秋天的开始，人体代谢与自然
界一样进入阳消阴长的状态。此时，精神
调养切忌悲忧伤感，即使遇到伤感的事，
也应主动予以排解，要做到内心宁静，心
情舒畅。

逐渐增加运动量避免过度出汗

立秋过后，天气开始凉爽舒怡，此时
我们可以选择慢跑、散步、爬山、羽毛球等
运动，并逐渐增大运动量，但仍应避免过
度出汗。

秋季很多多发病都与立秋天气转凉
有关，此时哮喘病、过敏性鼻炎最易复发，
有体弱过敏性疾病的人，对温度变化敏
感，适应能力较弱，极易因上呼吸道感染
而诱发，所以，有此病史者要注意根据天
气冷暖加减衣物，加强体育锻炼，同时要
特别注意自身阳气的补足。在冷秋及寒
冬到来之时，自身阳气充足才不至于被寒

邪侵袭，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立秋可多食酸、甘味食物

古人认为“秋天宜收不宜散”，饮食方
面“秋不食辛辣”，少吃辛辣食物，顺应自
然界的变化。同时，立秋湿热交蒸，饮食
宜以健脾祛湿、益胃生津为法。可多食
酸、甘味食物，佐以苦味食物，如胡萝卜、
番茄、冬瓜、莲藕、豆角、玉米、葡萄、黄花
梨、龙眼、水蜜桃、菠萝、哈密瓜等，同时可
以多食些芝麻、糯米、粳米、蜂蜜、枇杷、乳
品等柔润食物，以益胃生津。

另外，秋季阴气强、阳气弱，肠胃的免
疫力下降，病邪容易乘虚而入，对原有胃
溃疡等胃部疾患者要特别注意腹部保暖，
饮食应定量定时，少食冷饮和瓜果，不吃
过热、过硬、过辣、难消化的刺激性食物。

抵抗力低下者易“秋伤”

据了解，从季节养生角度看，秋季最宜
养肺。秋季较为干燥，而肺不耐寒热，肺通
过鼻与外界相通，故很容易被秋燥所伤。
所以在秋季，干燥是伤害肺脏的一个主要
原因。此外呼吸道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器
官，从鼻腔到气管再到肺部，秋季由于早晚
比较凉、温差比较大，干冷的空气容易侵害
和损伤粘膜导致呼吸道疾病。如果秋燥伤
肺，则冬季来临时易出现肺系疾病。

而对于秋燥伤肺的易感人群，多为老
年人、儿童、体弱者、有慢性呼吸道疾病者、
糖尿病、心脏病患者；还有长期疲劳、生活
不规律等所致的亚健康状态者，这些人由
于抵抗力低下，对季节变化的适应能力弱，
因此容易被秋季的燥邪所伤。同时因为经
过炎夏酷暑，消耗了大量体力和精力。所
以为了增强体质，秋季应对自己的身体进
行调补，特别是加强对肺脏的调养。

饮食要结合个人体质

秋天燥邪为盛，最易伤人肺阴。此时
可以通过食疗达到生津润肺、补益肺气的

功效。要适当保暖、避风寒，不吃喝冰冷
食物饮料。饮食养肺应多吃乌骨鸡、猪
肺、燕窝、银耳、蜂蜜、芝麻、豆浆、藕、梨
等，但要结合个人体质、肠胃功能酌量选
用。这些食物与其他有益食物或中药搭
配则功效更佳。

由于刚立秋，天气还保留着暑气，此
时不宜立即进补，最好吃清淡的食物。

入秋调理有八忌

中医里有这样一句话“一夏无病三分
虚，入秋调理有八忌”，秋季进补正当时，
但进补不可乱补，应注意八忌：

一忌无病乱补。无病乱补，既增加开
支，又害自身。如服用鱼肝油过量可引起
中毒，长期服用葡萄糖会引起发胖，血中
胆固醇增多，易诱发心血管疾病。

二忌虚实不分。中医的治疗原则是虚
者补之，不是虚症病人不宜用补药，虚症又
有阴虚、阳虚、气虚、血虚之分，对症服药才
能补益身体，否则适得其反，会伤害身体。
保健养生虽然不像治病那样严格区别，但
起码应用膳对象分为偏寒偏热两大类。偏
寒者畏寒喜热，手足不温，口淡涎多，大便
溏，小便清长，舌质淡脉沉细。偏热者，则
手足心热，口干，口苦，口臭，大便干结，小
便短赤，舌质红，脉数。若不辨寒热妄投药
膳，容易导致“火上加油”。

三忌多多益善。任何补药服用过量
都有害。认为“多吃补药，有病治病，无病
强身”是不科学的。如过量服用参茸类补
品，可引起腹胀，不思饮食;过服维生素 C，
可致恶心、呕吐和腹泻。

四忌凡补必肉。动物性食物无疑是
补品中的良剂，它不仅有较高的营养，而
且味美可口。但肉类不易消化吸收，若久
服多服，对胃肠功能已减退的老年人来
说，常常不堪重负，而肉类消化过程中的
某些“副产品”，如过多的脂类、糖类等物
质，又往往是心脑血管病、癌症等老年常
见病、多发病的病因。饮食清淡也不是不

补，尤其是蔬菜类更不容忽视。现代营养
学观点认为，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含有多种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人体必不可少的营
养物质。

五忌以药代食。药补不如食补，重药
物轻食物是不科学的。殊不知许多食物
也是有治疗作用的药物。如多吃芹菜可
治疗高血压;多吃萝卜可健胃消食，顺气宽
胸，化痰止咳;多吃山药能补脾胃。日常食
用的胡桃、花生、红枣、扁豆、藕等也都是
进补的佳品。

六忌重“进”轻“出”。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不少家庭天天有荤腥，餐餐
大油腻，这些食物代谢后产生的酸性有毒
物质，需及时排出，而生活节奏的加快，又
使不少人排便无规律甚至便秘。故养生
专家近年来提出一种关注“负营养”的保
健新观念，即重视人体废物的排出，减少

“肠毒”的滞留与吸收，提倡在进补的同
时，亦应重视排便的及时和通畅。

七忌恒“补”不变。有些人喜欢按自
己口味，专服某一种补品，继而又从多年
不变发展成“偏食”、“嗜食”，这对健康是
不利的。因为药物和食物既有保健治疗
作用，亦有一定的副作用，久服多服会影
响体内的营养平衡。尤其是老年人，不但
各脏器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减退，需要全
面地系统地加以调理，而且不同的季节，
对保健药物和食物也有不同的需求。因
此，根据不同情况予以调整是十分必要
的，不能恒补不变，一补到底。

八忌越贵越补。“物以稀为贵”，那些
高贵的传统食品如燕窝、鱼翅之类，其实
并无奇特的食疗作用，而十分平常的甘薯
和洋葱之类的食品，却有值得重视的食疗
价值。另外，凡食疗均有一定的对象和适
应症，故应根据需要来确定药膳，“缺什
么，补什么”，切勿凭贵贱来分高低，尤其
是老年群体，更应以实用和价格低廉为滋
补原则。

□ 人 民

除了逃生，身边的消防设施在关键
时候能否派上用场同样非常重要。

消火栓是火灾发生后市民第一时间
进行灭火自救的重要设施。在日常生活
中一定要清楚消火栓在楼道里的位置，
并要定期检查消火栓，以备不时之需。

“要留意消火栓是否易于开启，开启角度

有没有大于 120 度。箱内水带、水枪、水
带等设施能否正常使用。并检查消火栓
内的灭火器有无过期，指针是否处于绿
色区域，组件是否完好等。”吴宝童说。

同时，他介绍，高层建筑都要求配有
敞开楼梯、封闭楼梯（安装防火门）和防
烟楼梯（楼层达到 32 层以上，必须要有

把握“黄金时间”科学合理自救
高层火灾防火逃生攻略全解析

本报记者 茹捷 通讯员 欧宇帆

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高层建
筑越来越多，一旦失火，火势蔓延
快、疏散困难和扑救难度大，再加上
高楼结构复杂、人员密集，往往难以
控制，后果非常严重。为此，如何科
学合理自救逃生成为市民们近年来
十分关注的话题。昨日，记者就高
层建筑火灾发生时如何把握“黄金
逃生时间”走访了市消防支队。

在发生火灾时，先灭火无疑是所有
人第一反应。“如果电线或电器起火，先
关闭电闸，再使用灭火器进行扑救，切勿
用水灭火，避免触电。厨房起火，可用湿
毛巾、围裙、抹布将火源盖住等。”市消防
支队指挥中心参谋吴宝童介绍。

如果无法扑灭或控制火势，那就要
想办法第一时间选择逃生。吴宝童认
为，在火灾中，被困人员保持镇静，不要
惊慌，不盲目行动，是科学自救的关键
所在。

记者了解到，一般建筑物起火后只要
6分钟，火灾就达到猛烈燃烧阶段。这时
正确的决策决定了逃生的成功或失败。

“开门前应先用手触摸门锁。如果
门锁温度很高，或有烟雾从门缝中往里
钻，则说明大火或浓烟已封锁房门出口，
此时千万别贸然打开房门。如果门锁温
度正常或门缝没有烟雾钻进来，说明大

火离自己尚有一段距离，此时可打开一
道门缝观察外面通道的情况。开门时要
用一只脚去抵住门的下框，防止热气浪
将门冲开，助长火势蔓延。在确信大火
并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尽快
离开房间逃出火场。”吴宝童说。

吴宝童提醒，逃离过程中可乘坐消
防电梯，或通过室内防烟楼梯、普通楼梯
进行逃生，但切勿乘坐普通电梯。当着
火点在本楼层时，仍应就近向紧急疏散
口撤离，若着火点位于上层，要向楼下逃
去；若着火点位于下层，且火和烟雾已封
锁向下逃生的通道，应尽快往楼顶平台
逃生；若向楼顶平台逃生时发现被火、烟
追赶上或向上的通道被封锁时，要果断
地改变逃生路线，从另一层楼的安全通
道逃生。如果必须穿过烟雾逃生时，应
尽量用浸湿的衣物披裹身体，捂住口鼻，
身体贴近地面逃出。

如果火势和浓烟已经包围楼道和室
外，这时需要放弃侥幸冲出的念头。“普
通人憋一口气在 10 到 15 秒内能跑 25 米
左右。如果在高层，就极易在逃生过程
中发生窒息。所以此时应急举措应是回
到室内找一个房间，把门窗封好阻止烟
气进入，然后等待消防队员的到来。其
中，卫生间是一个相对理想的避难点，有
水，可以灭火也能降温。遇上火势扩大
时，就要充分利用身边的各种利于逃生
的东西，如把床单、窗帘、地毯等结成绳，
进行滑绳自救。”吴宝童表示，高层建筑
火灾中被困群众切勿钻到床底下、衣橱

内、阁楼上躲避火焰或烟雾。“这些地方
都是火灾现场中最危险的地方，而且又
不易被消防人员发觉，难以获得及时的
营救。”吴宝童说。

同时，吴宝童也提醒，被困室内后，
在较高楼层上进行呼救，不易被人发
觉。这时应利用手机、电话等通讯工具
向外报警，以求得援助；也可从阳台或临
街的窗户内向外发出呼救信号，如向楼
下抛扔沙发垫、枕头和衣物等软体信号
物，夜间则可通过打开手电、应急照明灯
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帮助营救人员找
到确切目标。

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
朝着有光亮的方向逃生。但此时火场
中，电源多半已被切断或已短路跳闸，
光亮之地正是火魔肆虐之处。

惯性思维：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
为火是从下面往上烧，越高越危险，只
有尽快逃到一层跑出室外，才有生的
希望。殊不知，这时底层可能是一片
火海。

原路逃生：一旦发生火灾，人们总
是习惯沿着进来的出入口和楼道逃
生，发现此路被封死时，才去寻找其他
出入口。殊不知，此时也许已失去最
佳逃生机会。

冒险跳楼：面对愈来愈大的火势，
愈来愈浓的烟雾，人们容易失去理智，
出现跳楼、跳窗等过激行为，但这些行
为的逃生率却是最低的。

逃生常见误区

遭遇火灾科学逃生

被困室内合理自救

关注身边消防设施

防烟楼梯）三种疏散楼梯。在日常生活
中应留意常闭式防火门是否完好，能否
向疏散方向开启，是否设置“保持防火门
关闭”提示标识。此外，闭门器的使用顺
畅，顺序器的可靠以及防火门内密封条
的完好也需时常查看。

“我们在进行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摸
排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些住户会将可燃

物或者一些杂物堆放在楼梯过道内。这
有可能会造成火灾发生时‘生命通道’的
阻塞。”吴宝童说。

消防部门提醒，从近年来各地消防
抢险救援的实例分析，目前高层住宅火
灾主要是由厨房和家电设施引起的。因
此，也希望群众都能从日常生活入手，进
一步增强用火用电安全意识。

立秋养生有八忌 可多食酸、甘味食物

糖尿病人过夏需注意“三防”

近日，一名高血压患者因贪恋口感美味，在菜肴
里过量加入味精调料，导致食用后出现血压陡增、头
痛恶心等不良反应，随后接受输液加服降压药才使
血压逐渐下降至基础水平。医生提醒，高血压的发
生和食盐量呈现正相关，对于酱油、味精等调料品中
含有看不见的盐，高血压患者需要忌口。

深圳市人民医院医生李炜澔说，作为一种调味
料，味精的主要作用是增加食品的鲜味，但其主要成
分是谷氨酸钠，也是钠盐的一种。人体摄入钠盐过
多，会引起体内水钠潴留，导致血容量增加，同时细
胞内外钠离子的增加会引起细胞水肿、血管平滑肌
肿胀、血管腔变窄、外周阻力加大而导致高血压。除
了味精，还有各种酱油、甜面酱、香肠、火腿肠、方便
面等，甚至还有藏在面包中的钠盐等看不见的隐形
盐，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需要注意。

李炜澔指出，目前我们所说的盐主要是指钠盐，
分为三种：一是烹饪用的食盐，主要成分是氯化钠；
二是面食中的小苏打，也就是碳酸氢钠；三是味精，
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对于高血压患者，首先，要按
照我国高血压指南推荐的标准，每人每天食钠盐量
控制在 4－6克为好，最好少吃或不吃腌渍食品。如
果需要提升口感，可使用葱、姜、蒜、醋等替代。其
次，限钠补钾。钾可以缓冲钠盐引起的血压升高作
用，舒缓血管平滑肌痉挛，延缓动脉硬化，可以多摄
入富含钾的食物，尤其是新鲜蔬菜和水果。

□ 周 科

遇上看不见的盐
高血压患者要忌口

当牙齿缺少很多时，剩余牙齿倾斜、移位或向对
侧伸长等现象，使咬合关系紊乱，造成咀嚼功能减
退，长此下去肌肉会出现疲劳，髁突后移，关节盘水
肿，甚至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
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并且，随着缺牙数目的
增多，缺牙的危害会日益明显，对身体健康非常不
利，缺牙危害很多，最好及时镶牙。

一、很多老人可能会选择假牙，可是有时候全口
假牙却戴不住，而且在说话、吃东西时很容易脱落，
此时可在牙槽骨上种几个人工牙根同全口假牙连接
固定，全口假牙就会很牢固了。

二、不少成年人会因为意外出现牙齿缺失的
情况，例如前牙缺失可选用种植牙，会如同自然长
出的牙一样美观。牙的后方没有真牙，此时无论
采用固定和可摘义齿均不理想，而种植牙会有较
佳效果。

三、专家提醒，种植牙是一种很好的牙齿修复方
法，是成年特别是老年人缺牙较好的选择。通常，身
体健康的成年人，单个牙缺失，部分牙列缺损，全口
牙缺失的患者，经临床检查条件符合者均可做牙齿
种植修复。

四、温馨提示：种植牙是一项非常严谨的牙科手
术，建议您在选择就诊医院的时候一定要综合考虑，
切记盲目从医，在考虑价格方面的因素时也一定要
考虑医生的技术以及就诊环境，正规单位消毒严格，
避免交叉感染才是最重要的！

8 月 12 日，省口腔种植名家吴东教授莅临宁德
康美诺口腔医院，市民朋友可拨打 0593-8998111 提
前预约与专家面对面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