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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健康

1 月 16 日至 1 月 23 日，市卫生计生

委、市爱卫办将联合举办第二十七届上海

市健康教育周活动。本次健康教育周活

动以“共建健康城市·共享健康生活”为主

题，结合不久前在浦东举行的全球健康促

进大会，推进“健康上海”的建设实施。

活动致力于健康城市建设，并将其全

面融入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主要包

括：采取措施消除城市大气、水和土壤污

染，应对环境变化，建设绿色城市和企业，

保证清洁的能源和空气；通过城市规划促

进可持续的城市交通，建设适宜步行、运

动的绿色社区，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实施

道路安全法律，增加更多的体育、娱乐、休

闲设施；保障居民在教育、住房、就业、安

全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建立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投资于我们的儿

童，优先考虑儿童早期发展，并确保在健

康、教育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城市政策和项

目覆盖每个孩子；消除城市中的传染性疾

病，确保免疫接种、清洁水、卫生设施、废

物管理和病媒控制等服务。浦东新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将针对本次健康教育周

的目的和内容开展一系列活动。

脑血管病每年有两次发病高峰期，即

11 月至次年的 1 月（冬季）和 3-4 月（春

季），这两次的高峰期是因为正值季节转

换之时，冷空气活动频繁，忽冷忽热，使此

类病患增多。

冬季气温逐渐降低，人体新陈代谢缓

慢，受冷空气刺激，血管骤然收缩，易导致

血管堵塞，血流供应中断，血液流通受阻，

从而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和复发，此

时更需积极预防。因为骤冷，血压会突然

升高，使原来硬化脆弱的血管因承受不了

强大的内压而被“引爆”，发生脑出血。此

外，由于乍寒，血液粘稠还来不及自我调

节，血压便在粗糙细小的动脉内流速减

缓，容易形成小的血栓，造成脑血管堵塞

或心肌梗死。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秘诀在于：有效

控制血压、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

酒、饮食少盐和心理平衡。

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身体健康状况是预防疾病

的关键，每年至少应做一次体检，并要对

血压、血脂、血糖进行监测。老年人常患

有不同程度的动脉硬化、脂类糖类代谢紊

乱、血液黏度增加以及红细胞变形能力低

等，易使血栓形成。

控制饮食

平时应注意调整饮食结构，以清淡为

主，控制盐的摄取量，饭菜不宜过咸。成

人每人每日摄盐量宜小于6克。同时，应

避免油腻食物，远离高脂、高糖的食物，选

择低盐、低脂、高维生素的食物。多吃蔬

菜、水果、豆类、瘦肉、禽类、鱼虾等，少吃

或不吃甜食和刺激性食物。多饮茶，及时

补充水分，保持大便通畅，养成良好、健康

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控制体重，不暴

饮暴食，每餐以七分饱为宜。

适当运动

要根据气候变化和身体状况合理安

排运动时间，并控制好运动量。适当参加

体育运动，可使气血通畅，增强抗病能力，

并可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但老年人

在冬季和春季晨练时，要注意时间不宜太

早，最好在太阳出来后再进行运动。因为

早上气温过低，易使血管收缩过度，导致

血压升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更需根

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不要强求。每次活动时间也不要太长，一

般以 30分钟左右为宜，以不感到疲惫为

度，推荐锻炼项目为散步、快走、太极拳

等。

保持良好心态

情绪激动是心脑血管病的大忌，冠心

病、高血脂患者尤其要放宽胸怀，不要让

情绪起伏太大。平和稳定的心态、愉悦快

乐的心情对健康是有益的，尤其更有利于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康复，高危患者也可

降低疾病的发生率。反之，焦虑、悲观、抑

郁等负面情绪会引起神经系统功能及脂

代谢功能紊乱。众所周知，情绪激动、生

气本就是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中

风等疾病最常见的诱发因素。因此，心脑

血管疾病患者及高危人群一定要保持平

稳、平和的心态，做到知足常乐，遇事不怒

不躁，从而预防疾病发生。

积极治疗相关疾病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等的

人群，平时要积极治疗，按医嘱服药，做到

服药定时定量，切不可中途随意停药，若

需调整药物剂量，须征得医生同意。

新闻回放

2015年3月，一对年轻男女在河南省

民政部门办理婚姻登记，随后，前往河南

省永城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婚检。当时的

检验报告显示女方疑似感染艾滋病毒。

但医院只将该检查结果单独告知了女方，

却对男方称“一切正常”。男方在婚后不

久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事发后，男方

质疑院方为何在体检时不告知自己妻子

疑似感染艾滋病毒一事，并起诉了知情的

妇幼保健院和当地疾控。

事件曝光后，“谁该告知可能感染艾

滋病”一事引发热议，感染者隐私权优先

还是配偶生命健康权优先？

疾控解读

作为目前艾滋病防治领域效力最高

的法规，2006年国务院出台的《艾滋病防

治条例》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未经本人

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

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

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

的信息”，以保护感染者的隐私权。所以

医院或者疾控方面的确没办法告知给除

感染者外的任何人，除非经过感染者的同

意。

另一方面，《条例》第三十八条还规

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应当“将感

染或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

者”“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感染

他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

病”。这一规定旨在保护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配偶或与之有性关系者的健康权和

知情权。

所以实际工作中，疾控部门虽然不

会直接告诉感染者配偶或性伴，但一定

会在告知感染者本人时要求其告知配偶

或性伴。

但结果并不总尽如人意，执行中也面

临实际困境。首先，2003年起我国取消

了强制婚检制度，新人是否接受婚检不再

受法律的强制约束；其次，疾控部门并不

能完全掌握感染者的确切婚姻登记信息

及性伴变化情况，多是仅凭感染者自述；

再者，一些患者出于各种原因，最终并未

将感染情况如实告知配偶，浦东新区疾控

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作为医务人员对此

很是无奈，但也只能不断提醒、劝说患

者。借此，浦东疾控呼吁大家千万要对自

己负责、对伴侣负责。 □疾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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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交替 谨防心脑血管疾病

“艾”与爱的抉择

第27届健康教育周下周启动

春节将至，“年味儿”正浓。告别忙碌

的“火猴”年，迎来双春闰月“火鸡”年。新

年中家人团聚、走亲访友，家中的“大厨”

们也各显身手、大展厨艺。在欢乐相聚之

时，大家也要牢记安全准则，度过一个安

全、愉快的新年假期。

各地美食 营养美味
美味佳肴、精致可口，让人垂涎

欲滴，在这阖家欢乐之际，正可一寻美
食文化归属感。不论南北，各家团聚
总会有营养又美味的地方特色主食。

1、饺子
饺子起源于东汉时期，相传由医圣张

仲景发明。饺子在不同时期称呼有所不

同，但每逢新春佳节，饺子在北方家庭中从

不缺席。饺子取“更岁交子”之音，寓意“新

旧交替、辞旧迎新”。饺子可蒸、可煎、可

炸，做法多样。饺馅可荤可素、甜咸均有，

味道各有千秋。由于饺子形似元宝，因此

也带有“招财进宝”之意，颇受百姓欢迎。

2、年糕
有诗云：“年糕寓意稍云深，白色如银

黄色金。年岁盼高时时利，虔诚默祝望财

临。”大年初一吃年糕，寓意“年年高”“步

步登高”。年糕多是以糯米（江米）或糯米

粉为原料，添加不同辅料制成，色彩丰富、

形状各异、美味易食。年糕做法多种多

样，煮、炒、炸或做汤，皆可制成节令佳

品。年糕中还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

合物、烟酸、磷、钾、镁等营养元素。

3、元宵
正月十五元宵节，北方有“滚元宵”，南

方有“包汤圆”的习俗。无论元宵还是汤

圆，都寓意“生活美满、团团圆圆”。元宵通

常是以白糖、芝麻、豆沙、核桃仁、枣泥等原

料为馅，用糯米粉包裹成圆形，可荤可素，

风格各异。元宵不仅可汤煮，也可油炸或

蒸食，一家人吃出“团圆和甜蜜”。

荤食搭配 合理饮食
春节期间虽有各类美味，但一定

要谨记食品卫生和饮食安全。

冰箱里预存的食品取出后要彻底加

热后食用；生吃的蔬菜瓜果一定要洗净；

生熟食品加工用具要分开；不食用不新鲜

的熟肉制品和过夜菜；合理饮食，拒绝暴

饮暴食。

日常饮食应当以蔬果为主，鱼肉为

辅。新鲜蔬果不仅含有丰富的纤维素，还

包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可解油腻，甚

至能中和体内多余酸性物质。适当吃些

粗粮和粗纤维食物，做到粗粮、细粮搭配，

可维持胃肠正常蠕动，预防便秘，维持人

体正常新陈代谢。

春节假期，虽然无需朝九晚五工作，

但依然要注意进食规律、饮食节制。不要

经常暴饮暴食，尽量有规律地吃饭，饮食

摄入量应与平时持平；吃零食要有度，不

影响正餐食欲；多选择高营养、低热能的

食品，少食糖果、饼干、点心及膨化类食

品；通宵达旦地玩乐，昼夜颠倒的饮食节

律，往往不利脾胃，影响睡眠，容易造成胃

肠不适或消化功能紊乱。

除了要注意食物搭配之外，饮茶、饮

酒也要合理、适量。《本草纲目》中早有记

载，茶有止渴、消食、明目、益思、除痰、去

疾等多项功效。冬季喝生姜乌龙茶有生

热暖胃、助消化去油腻之功效；喝红茶可

补益身体，养蓄阳气，增强人体抗寒能

力。适量饮酒也可助兴、养生，尤其是红

葡萄酒可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抗衰

老。但切忌饮酒过量，体内摄入过多酒精

会造成肝脏、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

安全意识 假期加强
春节假期，在家时间会更长，外

出频率也会增加，因此居家安全和外
出安全更要注意。

居家生活中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有火

灾隐患、烧伤、烫伤、跌倒、跌落等。

1、防火安全
冬季气候干燥，容易发生火灾，所以

孩子和家长不妨学习些预防家庭火灾的

常识，掌握电线电器起火、油锅起火、液化

气起火等不同情况下的处理方法。取暖

器在使用时，不要在上面覆盖衣物。煤

气、燃气灶在使用时，必须有人看管。发

现煤气泄露要及时关上阀门并开窗通风，

阀门失灵时应先用湿布堵住漏气部位，并

及时向煤气公司报告情况。同时，不要按

动室内电器开关和门铃，以免火花引起煤

气燃烧、爆炸。家里发生火灾时，及时拨

打火警电话，尽量讲明白什么地方、什么

东西失火、火势大小。如果有浓烟，要尽

可能俯身或爬行出门，用湿毛巾或衣物捂

住口鼻，开门时用衣物或毛巾将手包住，

以免被烧热的门把烫伤手。

2、防烧伤、烫伤
春节期间各家各户都会准备丰盛的

饭菜，因此家长更要看管好孩子，严禁儿

童进厨房玩耍，避免碰到热锅、热油、热

汤。冬季天气虽然寒冷，但尽量不给儿童

使用热水袋、电热毯，若必须使用，也要避

免长时间直接接触皮肤。

3、防跌倒、跌落
家具尽量选择边缘无棱角或加装防

撞条的款式；及时收拾地板上拖拽的插线

板；及时擦干地面水渍；浴缸和淋浴间要

使用防滑垫；阳台、窗户边不放置椅子、

桌子等家具，教育孩子不能爬高，不能趴

在窗前往外望；阳台、窗户宜安装竖向护

栏；尽量不攀爬椅子、桌子、柜子等家具，

要确保衣柜、书橱等家具稳稳固定在墙

上；不在床上、沙发上蹦跳；不快速奔跑、

打闹；及时清理过道、楼梯上的障碍物，

避免绊倒；院子里不要堆放杂物，防止孩

子攀爬或从高处跳下；院子地面要防滑

并保持整洁。

外出安全主要包括交通安全、防止踩

踏，以及孩子们的游玩安全。

1、交通安全
寒假正逢春节，外出时人多车多，要

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交通安全。过马路时

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隧道，不要闯

红灯；行人不要去车行道上张望；车停稳

后再上下车；遵循先下后上，有序上车的

秩序；车行期间，要抓好把手；下车后横穿

马路时要绕行车尾，不要从车头前横过，

以免被撞伤；尽量避免高峰期乘坐地铁。

如果骑车，不要带人、不骑快车，骑车时不

要和别人嬉闹，注意避让车辆，不要抢

道。在街上行走时要走人行道，若无人行

道则尽量靠路边行走；马路上不要追逐猛

跑、不要打电话；不可在道路上强行拦车、

追车、扒车或抛物击车。

2、防踩踏
到人多的地方，不要拥挤或起哄，遭

遇拥挤人流时，要马上避到一旁或顺着人

流走，不要试图超过别人，更不能逆行。

如果在人流中鞋子被踩掉，不要贸然弯腰

提鞋或系鞋带，以免被人流挤倒或产生踩

踏；一旦被人流挤倒就要设法靠近墙角，

身体蜷成球状，双手在颈后紧扣以保护身

体最脆弱的部位。

3、游玩安全
寒假期间，儿童安全也要特别关注。

如果去游乐场所玩耍，家长要看护好小

孩，确保孩子在视线范围内，以免走失；各

种游玩项目，要在大人的陪同或监护下按

照项目要求安全游玩。不让孩子随意攀

爬，避免摔伤；不让孩子长时间跳跃或从

高处猛跳下，以免摔伤或拉伤；在有水的

区域玩耍，无论水深还是水浅，都不能让

孩子单独玩耍，以防溺水；不让孩子边吃

零食边玩闹，避免异物呛入气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