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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冬天，手脚冰凉就准时找上
了门。为啥手脚冰凉会找上你？答
案可能是因为：

冬季时，如果我们没有做好保暖
措施的话（比如大冷天，很多爱美的
女生露着个大白腿），身体会自发启
动一种“保护措施”——会把身体中
的血液优先供应给如心脏、肝脏、肾
脏等，功能更重要的器官。

相对的，如四肢末端的手和脚，
对生存没那么重要，被供应的血量或
者说血液运行就会减少，因而就会出
现手脚冰凉的情况。

还有一类体型较瘦的女生较易
出现手脚冰冷的情形。因为这类型
人的脚趾、膝盖、肩膀和手指等部位，
脂肪相对较少，热度容易散失。

以上这两种手脚冰凉的情况，
只要做好保暖或是回到温暖的室
内，手脚很快会暖和起来。但若是
做好保暖措施，却依旧没有改善手
脚冰凉的情况，就要小心是疾病的
影响。

疾病导致的手脚冰凉，通常是
因为疾病本身或是疾病引起了血
管病变，使得循环血量不足，从而
导致远端肢体（手、足）得不到足
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所以手脚会
冰冷。

可引起手脚冰凉的疾病有：
贫血 伴随症状：疲劳、头晕、心

慌、面色苍白、口唇颜色变淡等。
糖尿病 伴随症状：多饮、多尿、

多食和消瘦、疲乏无力等。
雷诺综合征 伴随症状：指头颜

色从苍白变为紫色，最后转为潮红，

部分患者有手指麻木、僵硬的症状。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伴随症状：

典型症状就是怕冷，甲状腺功能检查
可明确诊断。

动脉粥样硬化 伴随症状：常累
及腿部，出现运动后腿疼等。

心功能受损 伴随症状：疲乏、运
动耐力下降、呼吸困难、咳嗽、咳粉红
色泡沫痰等。如果手脚冰凉的同时
还伴随以上症状，建议要及早就医治
疗哦。

当然，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手脚
冰凉还是因为不够保暖的原因。所
以，除了做好保暖措施外，手脚冰凉
一族还可以从生活、饮食两方面入
手。要特别注意手、脚的保暖，同时
不要穿太紧的衣服以免阻碍血液循
环。除此外，还可以：

生活上 建议每周运动 3 次以
上，每次至少 30 分钟。实在没时间
运动的，也可以用健步走的方式。多
运动不仅有助于增加身体抵抗力，还
能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
谢，从而温暖身体。每晚临睡前1—
2小时，可以用40—50℃的热水泡脚
20—30 分钟。可促进血液循环，缓
解腿部肌肉疲劳。

饮食上 多吃以下食物：富含钙
和铁的食品，增强机体的御寒能力，
如奶制品、豆制品、蛋类、动物血、蛋
黄、猪肝等；产热高和温热性的食品，
如羊肉、牛肉、猪肉、鸡肉、红枣等；能
暖身的根茎类蔬菜，如红薯、山药、土
豆、芋头等；适量增加辛辣御寒食品，
如生姜、辣椒、花椒等。

（榆林市健康教育中心供稿）

1月24日，神木麻家塔派出所联合西沙街道办聚福家园社区工
作人员深入辖区农贸市场、餐饮店、药店进行食品药品安全大检查。

本报通讯员刘国霞摄

●到2022年，所有医疗机构开设为老年人挂
号、就医等便利绿色通道；

●所有养老机构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
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实现有效共享和
无缝对接；

●推动城市公立医院与医养结合型机构建立
医联体。

本报记者白永林报道 近日，市政府办公室出
台《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实施意
见》，旨在推进健康榆林和满足城乡老年人基本医疗
养老服务需求，充分发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和市场
驱动作用，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衔接融合，
实现资源共享、功能互补，逐步建立覆盖城乡、规模
适宜、功能合理、综合连续、高效便捷的医药结合服
务网路。

《意见》要求，2019年，在市第一医院、第二医
院、市高新医院、各县市区符合条件的二级医院开展
医养结合试点。到2022年，所有医疗机构开设为老
年人挂号、就医等便利绿色通道；所有养老机构能够
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现城乡社区全
覆盖，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实现有效共享和无
缝对接，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率和健康管
理率达到95%以上，全市护理型养老床位占总养老
床位数40%以上。

《意见》指出，支持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鼓
励和支持市、县级公立医院或民营医院创办老年医
院、康复医院、护理院，或开设老年专护病房，开展医
养结合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
以康复护理为主的住院床位。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
疗服务，对养老机构内设的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医
疗机构基本标准要求的医疗机构，可突破区域医疗
机构设置规划限制，放宽准入条件，完善审批手续，
并按规定纳入基本医疗定点范围。具备条件的养老
机构可申请开办老年病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中
医医院、安宁疗护机构等。支持养老机构内设的医
疗机构开展康复、医学护理、临终关怀等服务。鼓励
执业医师到养老机构设置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支
持有相关特长的医师和专业人员在养老机构开展疾
病、营养、中医调理养生等非诊疗行为的健康服务。
养老机构内设的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作为医疗收
治老年人的后期康复护理场所。鼓励有条件的村委
会、居民委员会自办养老机构。支持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以签约、托管、对口支援、合作共建等形式，确定
与养老机构的服务项目、服务方式、义务等事项，为
养老机构开通预约就诊绿色通道。鼓励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中医院与养老机构开展对口支援、合作共
建。协助养老机构开展稳定期生活照料及安宁疗护
一体化的健康和养老服务。

《意见》强调，推动城市公立医院与医养结合型
机构建立医联体。将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医
养结合机构，构建市县级医院与镇（街道）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合作机制。建立医院将长期患

病的老人转到医养结合机构、医养结合机构将患急危重症的老年人及时转到
医院的双向转诊机制。定期派专家到医养结合机构坐诊、巡诊，医养结合机构
要将医护人员送到医院培训。二级以上中医院至少与1—2所较大规模养老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鼓励社会力量新建以中医药健康养老为主的护理院、疗养
院。加快发展中医药健康养老产业，加快研发中医体质辨识等相关产品、技术
和服务。鼓励优质医疗资源进入社区、家庭，为老年人提供养护一体化服务。
鼓励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提供个性化诊疗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医
养结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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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
手脚冰凉说不定是大病前兆！ 查查更放心

春天饮食要遵守《黄帝内经》里提出的“春夏养阳”的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些
能够帮助阳气升发的食物。如韭菜、蒜、葱、黄豆芽、绿豆芽、柑橘、香菜、蜂蜜之
类。但阴虚或阳盛体质有胃病的人不适合吃这些。

春天肝气偏旺，酸味食品会增强肝气升发，过犹不及，专家建议大家少吃酸
味的食物，多吃些甜味的食品，这样才能补益脾气。专家推荐了富含蛋白质、维
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瘦肉、禽蛋、牛奶、蜂蜜、豆制品、新鲜蔬菜、水果等。大
枣、豆豉、葱、香菜、花生等也是不错的选择。

“五多五少”更养生

“多主少副”，即多吃主
食，少吃副食。春天风多雨
少气候干燥，气温变化反复
无常，人体免疫力和防御功
能极易下降，诱发一些春季
常见的疾病。此时可以多吃
些主食，主要成分是碳水化
合物，既经济又能直接转化
成热量，提供身体基本所
需。此外，春季应注重调养
脾胃，而米饭同菜中的大鱼大肉
相比，要容易消化得多，能很好
地保护肠胃。

“多菜少果”，即多吃蔬菜，少
吃水果。春季以养肝为主，蔬菜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纤维素和矿
物质，有疏通血管和肠道的特殊
功能，肝和心都喜欢它，蔬菜能帮
助肝脏尽快实现蛋白质、糖类、脂
肪代谢；若缺少它，肝脏代谢就
差。少吃水果并不是说不吃水
果，而是要适量地吃。春天气温
回暖，人们爱多吃酸甜的水果来
解渴。但水果含有较多果酸，属
生冷食物，吃多了容易伤害脾胃。

“多奶少肉”，即多喝奶类，少

吃肉类。春季是万物
复苏、阳气升发的季
节。一年之计在于春，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春
天多喝奶能满足人体
生长、健康等多方面的
需求，是各类人群春
季养生的首选佳品。
肉类胆固醇含量高，
吃多了容易发胖，诱

发“三高”等富贵病。
“多水少油”。季节更替带来

多风、干燥的气候，加剧了身体水
分的流失。头痛、便秘、体重增加
等症状都是因春燥上火所致。最
简单的排毒方法就是多喝水。每
天清晨起来，喝点蜂蜜水将有助
于清洗肠道，排毒祛火。

“多彩少单”，即多吃五颜六
色的食物，少吃颜色和口味单调
的食物。在人体中，五脏各有所
爱，如心爱红、苦；肝爱绿、酸；肾
爱黑、咸；肺爱辣、白；脾爱黄、
甜。人们在饮食中应当照顾到
各脏器的爱好。

（据视觉中国）

胡萝卜。胡萝卜含有着丰富
的 β胡萝卜素，以及极高的其它
维生素含量，都是我们人体所需
的元素。β胡萝卜素进食以后，在
我们人体的小肠内，也可以转化
成维生素A。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A对于我们人体的皮肤有着非常
好的滋润作用，常食含有维生素
A的食物，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有
光泽且富有弹性，并还有清热解
毒、润肠之功效。如果缺乏维生
素A的话，是很容易引起皮肤老
化松驰的。

蜂蜜。皮肤最好的滋养品当
然是少不了蜂蜜了，而且蜂蜜对于
我们人体还有着很好的调补作用，
有着很好的很高的营养价值。特
别是在春季里，天气虽是慢慢变
暖，但由于处于梅雨时节，天气变

幻无常，所以春季也是感冒以及其
他传染病多发的季节，然后经常食
用蜂蜜可以提高人体的抵抗力以
及免疫力。每天早晚喝一杯蜂蜜，
不仅可以润肠通便，清除体内毒
素，达到养颜美容的效果，还可以
预防感冒等疾病的产生。

莲藕。莲藕性寒，有着清热
除烦之功效，可以改善我们的气
色。莲藕的吃法有很多种，生藕
的话，对于因为血热而引起长痘
痘的人群食用，效果非常好；如果
煮熟了，是一道非常好的食补养
颜之佳品，有着很好的养胃滋阴、
健脾养血益气之功效。经常食
之，皮肤光泽，闪亮动人无比，还
可以健脾开胃、养血。

下面就来看看春季饮食“多
与少”是怎样的吧。

春季饮食应吃3种食物

春
季
饮
食

春季饮食的“多与少”

1月25日开始，神木市迎
宾路派出所组织民警对辖区
内的食品安全进行全面检查。

检查过程中，民警对辖区
内的商场超市、粮油经销店、
饮食摊点等场所部位进行了
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加工点的
原材料供货渠道、检验检疫情
况、食品是否在保质期内、是
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以及生

产原材料的购进是否有索证
索票和验收货台账，生产加工
场所是否有防尘、防蝇、防鼠
等卫生设施等进行检查询
问，提高社会整体防范能力，
从源头上遏制各类食品安全
事故发生。此次共检查超市8
家，大型市场 1 家，食品加工
店3家，饮食摊点5处。

本报通讯员刘瑞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