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每逢佳节胖三斤。 ”春节期间，“ 吃”成了头等大事，

满桌子的美味佳肴，餐餐都是大鱼大肉。假期结束，生活

也逐渐恢复常态，节后调整很重要。

荤素搭配

人体每天需要保证水分、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碳

水化合物等营养物质的摄入， 过量或缺乏都会有损健

康。 所以，日常饮食应掌握荤素搭配的原则：

1/3

素菜，

1/

3

荤菜，

1/3

半荤半素菜。

食物做法多样化

除了食物要搭配均衡，食物的做法也应多样化。 可

多吃点新鲜的沙拉，因为生吃蔬果保证了最大的营养含

量，少吃煎、炸、烤的食物，最好是保持食物的原汁原味。

做菜时，也尽量减少油、盐、糖的摄入量。不过生吃蔬菜，

一定要注意卫生，必须彻底洗干净才能入口。

科学食用主食

过年，放纵自己大吃鱼肉，节后想快速减肥而不吃

粮食，也就是不吃米、面、杂粮、薯类等是不科学的。要知

道，如果谷物、淀粉类食物的摄入量不足，而肉食吃得太

多，就会增加胆固醇与热量的摄入，容易引起肥胖及并

发症。 同时，控制饮食也千万不要将点心如年糕、煎饺、

油条等当成主食。这类食物脂肪、热量等含量较高，多吃

对健康无益，还会导致体重增加。

饮食要规律

假期里玩和睡打乱正常的饮食规律，饮食不规律会

导致肠胃不适，容易造成消化功能的紊乱。因此，节后上

班是调整的好时机，随着生活节奏的规律，饮食也要规

律起来。

控制饮用饮料

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备了饮料，尤其是孩子们喜

欢喝的甜饮料，比如碳酸饮料，因为节庆家长也放松了

对孩子的要求，于是不少孩子将饮料当水喝。其实，过多

饮用碳酸饮料，会吸收过多糖分，产生大量热量，长期堆

积，很容易引起肥胖。 更为严重的是，过多饮用碳酸饮

料，会增加肾脏的负担。碳酸饮料大都含有磷酸，大量磷

酸的摄入会引起钙、磷代谢失调，影响体内钙的吸收。缺

钙就意味着骨骼发育缓慢、骨质疏松。 太凉的饮料可使

胃肠道血管痉挛、缺血，出现胃痛、腹胀、消化不良等。

节后调整饮食结构， 可以选用大麦茶或绿茶喝，因

其能促进肠蠕动， 减少油腻食物在胃中的停留时间，且

最好是喝温热的，能解腻，又能保护肠胃。 饱食之后，喝

杯鲜榨橙汁，可解油腻、消积食，并有止渴醒酒的妙用。

因为橙汁中富含有机酸，有促进消化的作用。

另外，春节期间人们应酬频繁，往往忽略了及时补

充身体所需的水分。 充足的饮水能使人少受皮肤、呼吸

系统等问题的困扰，对患有肺气肿、肺心病、肺结核、冠

心病的患者还可起到减轻病症的作用。 节后调整，更要

养成定时饮水的习惯，不要等渴了再去饮水。 饮水其实

也有讲究，吃油腻食物时适当饮用淡茶水（ 非饮料茶饮）

为宜，平时还是以白开水为最佳选择。

避免暴饮暴食

春节吃吃喝喝，不加节制，节后调整又过分控制，想

快速瘦身，这样暴饮暴食不可取。 人体消化器官的活动

有一定规律，吃东西时，胃、小肠、胆囊和胰腺分泌出各

种消化液，使食物中的营养素易被人体吸收。 如果突然

吃得太饱，或喝得太多，就需要更多的消化液来进行消

化，可是消化液的分泌量有一定限度，加上胃胀得很大，

肠胃蠕动困难，影响了正常的消化机能，情况严重的话，

可导致急性胰腺炎、肠胃炎，或肠胃溃疡等。

继续保持分餐制

许多疾病是经消化道传染的，筷子在每个人的口中

和菜肴中进进出出，会使疾病得以传播。 谁也不愿意在

欢乐的聚餐宴会后染上疾病，所以，提倡分餐制是保持

健康身体的措施。最简单可行的就是在餐桌上准备公筷

公勺，避免个人的筷子和勺进入大家的菜肴中。 节后恢

复工作，也会有聚会等，分餐制以及公勺公筷的良好习

惯一定要保持。 （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整理）

节后这样恢复饮食更健康

本报讯 裘峥艳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报道： 正月初五一

大早， 婺源县溪头乡湾潭村

理事会、 湾潭村民小组代表

将一面印有“ 最可爱的健康

卫士” 的锦旗送到了溪头乡

卫生院。 对该院卫生院医务

人员多年来勇担医者使命 ，

全心全意为村民的健康保驾

护航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这面鲜红的锦旗不仅代

表着百姓的感激之情， 更是

对医院工作的认可。 婺源县

溪头乡地处偏僻， 许多村落

都是依山而建， 交通十分不

便， 村民看病也是一个大问

题，而且为了生计，大部分的

年轻人都已外出务工， 留下

的都是一些空巢老人。 如何

让当地群众少生病、能看病、

看好病， 这是溪头乡卫生院

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为此，

该院利用自身的有限条件 ，

坚持每年四次进村入户上门

服务，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

性病患者上门随访服务 ，发

放药品等， 有效解决村民看

病不便等问题。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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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麦麦提阿

卜杜拉是一名新疆籍在饶务

工人员。

3

个月前他突然出

现 无 明 显 诱因的骶尾部疼

痛，用手触摸时能够明显地感

觉到有包块。 每次发作时疼

痛难忍， 包块破溃流脓后疼

痛又稍有缓解，如此反复，却

一直未能找到病因， 严重影

响其日常生活， 家人送其到

上饶市人民医院肛肠外科门

诊。 接诊的普外科副主任钱

坤（ 肛肠外科负责人）凭借多

年行医经验， 初步判断患者

可能患上比较罕见的“ 藏毛

窦 ”，经相关检查后 ，患者被

诊断为“ 藏毛窦合并感染”。

由于患者病变范围超过

4cm

， 考虑到该患者病情复

杂，且目前市内对这类疾病尚

无独立开展单位，省内也少有

医院开展，可借鉴的经验少之

又少。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在普外科丁金火主任的指导

下，钱坤团队反复验证，根据

病人病情最终从备选的几套

手术方案中选择了比较复杂

的术式

Limberg

手术。 这种手

术疗效确切，复发率低，但步

骤复杂，牵涉到皮瓣转移，需

要注意的关键技术很多 ，稍

有不慎容易失败，所幸，经过

缜密的术前准备， 手术非常

顺利，病人住院

10

天满意出

院。麦麦提阿卜杜拉说，因为

是在陌生环境手术， 他曾经

很恐惧， 但是医护人员像亲

人般地对待他， 让他不再害

怕， 感谢上饶市人民医院的

医生用精湛的医术帮助其治

愈了病痛。

（ 汪云仙）

春节假期 ，“ 牛宝宝 ”的

陆续报到， 为新年增添了许

多喜庆。

“ 哇……”正月初一凌晨

0

点

25

分 ，一声响亮的啼哭

在上饶市妇幼保健院彻响 ，

首个“ 金牛宝宝”平安降临到

这个世界。此时，距离新年钟

声敲响， 刚刚过去

25

分钟，

这个体重

4500

克的宝宝是

个漂亮的“ 小王子”。“ 孩子

很健康， 妈妈是顺产也没有

什么问题，母子均安。 ”值班

医生周愉希说， 整个生产过

程非常顺利。

孩子在新年降生，对家属

而言，是新的开始，更是新的

希望。而对于春节假期还忙碌

在工作岗位上的妇产科医护

人员来说，奋战在工作岗位上

迎接新年，见证宝宝与家长们

的首次团圆， 是非常有意义

的。 虽然忙碌辛苦，但是非常

充实，心里也倍感温暖，看着

每一名宝宝的顺利降生，就是

工作最大的动力。上饶市妇幼

保健院产科主任吴静说：“ 夜

间生产对医护人员的要求更

高，要时刻观察产妇及新生儿

的情况，有突发情况能及时发

现及时采取措施， 为产妇、宝

宝及其家庭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每年春节，她们一以贯之

的坚守为母婴安全竖起了一

道坚实屏障。

新生带来新喜气，新年增

添新欢乐。 春节假期期间，共

有

63

名“ 牛宝宝”在上饶市妇

幼保健院平安降生， 比

2020

年春节增加了

2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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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保院春节假期

喜迎 63名“牛宝宝”

唐亚婧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

春节是吉庆祥和 、

举家团圆的好日子 ，特

别是除夕这一天， 家家

户户都围坐一起， 共享

天伦。 但在人们欢声笑

语庆祝节日时， 我市不

少医务人员坚守在岗位

上， 确保节日期间的医

疗质量， 还有部分医务

人员奔赴机场、高铁站，

严格落实“外防输入”的

疫情防控措施， 用职责

与使命守护着饶城市民

的健康。

春节坚守岗位

守护群众健康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除夕当天， 上饶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主治医师汪建

明和转运专班的其他小组成员 ， 一同前往南昌昌北机

场， 负责昌北机场返饶人员的转运对接工作， 旨在第一

时间将境外来饶、 入饶人员管控到位。 面对风险， 这些

转运医务人员毫不畏惧， 从白天到深夜， 忙碌在机场的

每个角落。 “ 航班每天固定两趟， 但时间不确定， 只要

有航班抵达， 我们随时开始工作， 有时候晚上待命到

1

点 。” 汪建明说 ， 随着工作时间拉长 ， 汗水浸湿内衣 、

护目镜模糊不清， 查看旅客信息时变得十分吃力， 但他

们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那就是严防死守， 坚决杜绝输

入病例， 牢牢守住进入饶城的重要“ 关口”， “ 境外回

来的旅客， 必须携带隔离证明、 核酸检测报告、 身份证

明等文件， 我们要一一对应检查， 几个人交替反复确认

文件真实性， 不能出一点差错， 保证每一个返饶人员的

安全性。”

说起年三十就离开家， 汪建明有些遗憾， “ 我今年

刚搬进新家， 按照老家的风俗， 年三十这天要把家里的

老人、 亲人都聚在新家， 讨个好兆头。 老婆孩子一开始

埋怨我， ‘ 明明是初一开始值班， 非得提前一天去， 吃

不上团圆饭。’ 其实， 值班原本是从正月初一开始到正月

十五结束， 但我们团队的成员都是第一次参与转运工作，

所以想提前一天去了解情况， 熟悉一下工作流程。” 汪建

明表示， 作为一名医务人员， 做好转运工作责无旁贷，

舍小家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过个平安年。 说完这些， 汪

建明又笑着告诉记者： “ 我跟家人挨个解释了一遍， 他

们也从埋怨变成为我骄傲”

转运专班医务人员是游子归家路上的“ 引航人”， 更

是本地市民欢度春节的“ 护航者”。 记者从市外事办了解

到， 全市总共设有

10

个转运专班， 分别为南昌昌北机

场、 上饶三清山机场， 及上饶、 弋阳、 玉山、 德兴、 婺

源等

8

个高铁站。 每个专班配备

1

名医生、

2

名护士，

1

辆救护车， 抽调的医务人员主要来自上饶市人民医院、

上饶市第二人民医院、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 上饶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以及上饶市立医院。 截至

2

月

20

日， 已先

后累计转运

150

人 （ 南昌专班

105

人， 上饶三清山机场

专班

24

人， 上饶高铁专班

21

人） 。

不同的岗位， 同样的坚守。 转运专班的医务人员只

不过是众多医务工作者的缩影， 还有许许多多的医务工

作者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用热情与耐心， 为健康

“ 守岁 ”， 护万家团圆 ，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最美 “ 敬业

福”

,

我们用镜头定格下了这些白衣天使们为生命坚守的

动人瞬间。

上饶市人民医院

治愈一“藏毛窦”患者

锦旗送给“健康卫士”

德兴市疾控中心卫生应急值班分队为返德人员进行核酸采样 上饶市中心血站医务人员正在为献血志愿者采血

上饶市人民医院护士正在为住院患者进行健康宣教

南昌昌北机场转运专班小组成员正在进行旅客资料核查

医护人员正在为新生儿检查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