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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雨水频频袁 路面湿滑袁
创伤骨科门诊来了很多踝关节
扭伤的患者遥南方医院创伤骨科
主治医师蒋桂勇提醒袁关于崴脚
后的处理袁有不少常见的坑应该
避开遥 常见的擦药油尧热敷尧按摩
等做法都是错误的遥

蒋桂勇说袁其实踝关节扭伤
后早期往往伴随有周边软组织
血管的损伤袁如果采用活血化瘀
的方法袁 只会促进组织继续出
血袁加重肿胀情况遥 因此袁热敷尧
擦药油都是不妥的遥 同样袁搓揉
和转动损伤的踝关节袁比如说按
摩袁也只会促使损伤的血管继续
出血袁局部肿胀加剧遥

踝关节扭伤后袁 如何正确
处理呢钥 可参照急性运动损伤
的野PRICE冶处理原则进行遥 损
伤后 48 小时内尽早实施以下
五步措施院

第一是保护遥 可以使用石
膏或者支具保护袁 使踝关节不
受进一步伤害遥

第二是休息遥 建议立即停
止运动袁千万不能落地行走遥

第三是冰敷遥 可以用冰袋
或者其他温度比较低的物品比
如冰的矿泉水放在踝关节周
围遥 建议伤后立即进行冰敷袁一
次 20 分钟左右袁 前 24 小时每小时冰敷一
次袁伤后 24~48 小时袁一天冰敷 3~4 次即可遥

第四是加压包扎遥 最常用的是弹性绷
带袁加压包扎可以压迫损伤的血管袁减少出
血和渗出袁同时能起到局部固定作用遥

第五是抬高患肢遥 平躺状态下把患肢
抬高 10 到 20 厘米袁高于心脏水平袁就可以
达到减轻肿胀的目的遥

现场处理后需要尽快去正规的专科医
院就诊遥 李晓姗 许诗园

夏天怎能缺了西瓜浴 据 2010~
2017 年西瓜产量统计袁中国是世界第
一产瓜大国袁中国生产了全球 70%的
瓜遥 然而袁一个西瓜等于 6 碗米饭甚
至 8 碗米饭的说法袁让很多人不敢放
肆吃了遥

不管是 6 碗尧8 碗袁 都是一个类比
的概念袁实际上西瓜的热量的确挺高遥

一般来说袁100 克西瓜的热量大概
是 25 千卡袁 也就是说一个 8~10 斤的
西瓜可提供 1000~1250 千卡的热量袁
一碗米饭(200 克)的热量大约为 230 千
卡遥 个头更大的西瓜袁也差不多相当于
8 碗米饭了遥 而且袁西瓜中的糖大部分
是果糖袁 果糖的特点是在吃的时候不
容易觉得饱遥 所以袁吃西瓜的时候比较

难 以 控 制 摄
入量袁很容易
一 不 小 心 就
吃多了遥

因此袁从
以 上 两 点 来
看袁西瓜的确
不能吃太多袁
尤 其 是 在 三
餐 之 外 最 好
不 要 吃 太 多
的西瓜袁否则

很容易摄入太多热量袁 容易使人长
胖遥

对于西瓜袁糖尿病人的担忧会更
多一些袁西瓜那么甜袁不敢吃呀遥 西瓜
的血糖生成指数(GI袁是反映食物引起
人体血糖升高程度的指标) 是 72袁的
确是高 GI 值食物袁能迅速升高血糖遥

不过袁 判断食物对血糖的影响袁
除了看血糖指数袁 还要看血糖负荷
(GL袁GI 没有全面描述含糖量袁 配合
GL 能更全面地描述食物对人体中血
糖的影响)遥 比如西瓜和梳打饼干的
GI 都是 72袁但梳打饼干 GL 约为 55袁
而西瓜的 GL 约为 5袁两者的 GL 相差
l0 倍之多遥 也就是说袁相对梳打饼干
来说袁西瓜对血糖的影响很小遥

当然袁说西瓜对血糖影响小的前
提是不多吃浴 总的来说袁糖尿病人并
非绝对不能吃西瓜袁2 两西瓜还是不
用太担心的遥 阮光锋

野一骑红尘妃子笑袁无人知是荔
枝来遥 冶炎炎夏日袁剥出一颗洁白如雪
的荔枝肉袁 品尝甘甜的荔枝香的同
时袁还可摄入多种营养素遥 荔枝肉含
有丰富的葡萄糖尧蔗糖尧叶酸尧精氨
酸尧色氨酸尧维生素 B1尧维生素 B2尧维
生素 C 及钙尧磷尧铁等成分遥 它可促进
微细血管的血液循环袁防止雀斑的发
生袁令皮肤更加光滑曰能增强机体免
疫力袁提高抗病能力曰还有营养脑细
胞尧改善失眠的作用袁对于健忘尧神疲
等症能起到补气安神的效果遥

从中医角度看袁荔枝肉味甘尧酸袁
性温袁有养血健脾尧行气消肿的功效袁
主治病后体虚尧津伤口渴尧脾虚泄泻尧
呃逆尧食少尧瘰疠尧疔肿尧外伤出血等
病症遥 荔枝核味甘尧微苦袁性温袁有理
气止痛尧祛寒散滞的功效袁主治疝气
痛尧睾丸肿痛尧胃脘痛尧痛经及产后腹
痛等病症遥 荔枝性热袁有些人在夏季
吃荔枝会出现上火现象遥 但用好了袁
可获得较好的保健效果遥 下面推荐几
款药膳院

荔枝虾仁
原料院荔枝 15 颗袁虾仁 200 克袁

彩椒半个袁芦笋 80 克袁鸡蛋 1 个袁油尧
盐尧胡椒粉尧生粉尧姜各适量遥

做法院1. 将荔枝剥壳去核后放入

淡盐水中泡一下曰 将虾去头后剥出
虾仁袁挑出虾线袁放入适量的盐尧胡
椒粉尧生粉和半个蛋清袁抓匀后腌制
10 分钟遥 2.锅中烧开水袁加入适量的
盐和几滴油袁 下入芦笋快速烫后拿
出来冲凉水曰 再加虾仁放入其中滑
熟遥 3.锅中加入适量的油袁先下入姜
片和虾仁翻炒片刻袁 芦笋和彩椒切
断后入锅一起翻炒袁再加入荔枝袁最
后用少量的水淀粉勾芡袁大火收汁袁
装盘即可遥

功效院具有开胃益脾尧补充能
量尧健脑补脑尧美容养颜等功效遥

荔枝莲子淮山粥
原料院干荔枝肉 50 克袁淮山药尧

莲子各 10 克渊捣碎冤袁粳米 100 克袁调
味品适量遥

做法院将干荔枝肉尧淮山药和莲
子加水煮至软烂袁 加入大米 100 克袁
同煮粥袁最后根据喜好用油盐或白糖
调味即可食用遥

功效院可治老人晨起腹泻渊五更
泄冤袁大便溏稀等症遥

荔枝大枣汤
做法院荔枝干尧大枣各 7 个袁水煎

服袁每日一剂遥
功效院可治妇女虚弱贫血遥
注意事项院1.阴虚火旺者尧糖尿病

患者慎服荔枝遥 2.吃荔枝的同时或前
后袁 最好也吃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
物袁如白面尧大米等遥3.荔枝不宜多食袁
若连续尧 大量食用鲜荔枝会产生头
晕尧心慌尧脸色苍白尧饥饿感尧出冷汗尧
恶心尧手足无力等袁严重者还会出现
眩晕尧抽搐尧呼吸不规则袁甚至突然昏
迷尧脉搏细弱尧类近低血糖症状袁医学
上称为荔枝急性中毒袁即荔枝病遥

在 6 月 15 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118 场新
闻发布会上袁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社区防控组办公室成员尧北
京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徐颖表示袁北京
市已进入非常时期袁全市社区防控迅速
进入疫情防控战时状态遥 那么袁个人防
护措施该怎么做钥 海产品还能吃吗钥

因如何使用口罩钥
1. 在中低风险地区空旷且通风场

所不需要佩戴口罩袁进入人员密集或密
闭公共场所需要佩戴口罩曰

2. 在疫情高风险地区空旷且通风
场所建议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曰进
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公共场所佩戴医用

外科口罩或颗粒物防护口罩曰
3. 有疑似症状到医院就诊时袁需佩

戴不含呼气阀的颗粒物防护口罩或医
用外科口罩曰

4. 有呼吸道基础疾病患者需在医
生指导下使用防护口罩曰

5. 年龄极小的婴幼儿不能戴口罩袁
易引起窒息遥

因保持手卫生怎么做钥
1. 用洗手液渊或肥皂冤在流动水下

洗手曰
2. 可选用含醇速干手消毒剂或醇

类复配速干手消毒剂揉搓双手曰
3. 可直接用 75%乙醇擦拭双手袁若无

消毒剂也可用有效的消毒湿巾擦拭双手遥

因手机是否需要消毒钥 如何消毒钥
手机是高频接触的物品袁 要加强对

它的清洁和消毒袁每次外出回到家后袁可
以关闭手机电源袁等手机彻底冷却之后袁
蘸取适量的 75%酒精袁或者使用消毒湿
巾等擦拭手机表面袁并做好手卫生遥

因咳嗽或打喷嚏时袁怎么做钥
咳嗽或打喷嚏时袁用手肘衣服或纸

巾袁掩住口鼻遥 使用后的纸巾应丢到垃
圾桶遥 咳嗽或打喷嚏后袁应尽快用流水
清洗双手或使用速干手消毒剂进行手
消毒遥 如无清洁双手条件袁不可用手直
接触摸口尧鼻尧眼等遥

音相关阅读院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吴尊友院生熟食

物存放的器皿要分开遥
针对海产品能不能吃的疑问袁 中国

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 6 月
15 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袁如果产于
目前没有疫情的地方袁 比如产自广州的
海产品运到北京袁是安全的遥如果是产于
疫情流行的地方袁比如欧美国家袁则有被
污染的可能性袁 但并不是说产自这些地
方的海产品就一定会造成病毒的传播遥

吴尊友说袁新冠病毒目前没有确切
的证据证明会通过消化道传播袁主要是
通过呼吸道和接触传播遥 对于食物来
说袁一定要处理好袁生熟食物存放的器
皿要分开遥 尽可能吃煮食的食物遥 切生
肉和蔬果的案板要分开遥 何云霄

戴口罩尧手卫生尧手机消毒噎噎

这些个人防护措施仍要做好

荔枝也是养生好果
阴刘建芳 周思思

一个西瓜等于 8 碗米饭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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