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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调养，守住你的元气

2017-11-21 星期二 很健康·养生 A25

▶术后调养要均衡

西宁市民杨女士今年 25岁，从小身体弱，平日进补了不少。前不久动了一次大手
术，术后，家人担心她元气不足，特意又买了一些燕窝、人参、虫草等补品用于调养，岂料，适
得其反，杨女士虚不受补，消化吸收状况并不好。青海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熊睿表

示，手术后，人体的胃肠功能减弱，过早地进补或过度进补，反而不利于营养素吸收。

天气骤冷
冠心病病人养生四点

本报记者 赵越

▶术后调养不能一视同仁

▶术后要注意补充蛋白质

精湛技艺，还你健康笑容

近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口腔外科成
功为一名口底癌患者实施了“颈淋巴清扫
术+口底癌扩大切除术+前臂游离皮瓣移
植修复术”，解除了患者的咀嚼、吞咽和语
言等问题，使患者恢复基本的生活状态。

三年前，58岁的患者李劼（化名）戴了
假牙后，发现口底出现一指甲盖大小的肿
物。因不疼不痒，李劼没有重视。岂料，
肿物慢慢增大。11月初，李劼前往青海大
学附属医院口腔外科诊治。医生对其做
了详细检查及口底肿物活检后，确诊为口
底癌。

完善相关检查后，口腔外科的专家在
全麻下对李劼实施了颈淋巴清扫术、口底
癌扩大切除术以及前臂游离皮瓣移植修
复术。首先，明确患者局部病灶的病变范
围和手术的安全切除范围；其次，将颈部
附近的淋巴组织和脂肪肌肉组织仔细清
除；然后，进行口底切除的同时，制备好前

臂皮瓣；最后，在显微镜下，运用娴熟的显
微外科技术进行动静脉吻合，确保移植的
前臂皮瓣成活，从而修复舌体及口底缺
损。手术从上午 9 点一直持续到下午 5 点
半。通过医生的努力，现在，李劼的情况
良好，口底外形和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前臂皮瓣易于切取，便于吻合，皮瓣薄
而软，利于塑形，适合修复舌体、唇、颊、口
底缺损，已成为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修
复的首选。多年来，青海大学附属
医院口腔外科熟练开展腮腺
癌根治术、舌（颊）颌颈联合
根治术、颞下颌关节成形
术及重建术、各种方式的
颈淋巴清扫术、颌骨切除
自体骨移植修复术、运用
各种皮瓣修复颌面颈部软
组织缺损、颈动脉体瘤切除
术、腓骨肌皮瓣及前臂游离皮瓣
移植修复术、唇腭裂序列治疗及微创拔牙
术等，在省内处于领先地位，部分在国内处
于先进水平。

除了尖端手术外，科室承担多项慈善
项目，如美国“微笑列车”基金会孤残儿童
唇腭裂康复项目、孤残儿童唇腭裂手术康
复明天计划（简称“明天计划”）、香港李

嘉诚基金会“重生行动”唇腭裂康复项目
等。在青海省慈善总会的带领下，专家们
先后在西宁、湟中县、化隆回族自治县、玉
树藏族自治州等地筛选、开展唇腭裂矫治
手术、术后回访，逐步建立腭裂语音训练
治疗工作。从单纯手术治疗发展到序列
治疗，对腭裂术后患儿的发育康复起到很
大作用。活动多次受到慈善总会的表彰，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同时，在繁重的临床工作之余，
科室还积极进行教研工作。今

年 9月底，在中华口腔医学会
口腔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主
导下，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与青海大学医学院、青海大
学附属医院成为结对共建

单位。按照协议内容，将在
口腔医学本科教学方面开展为

期 5年的帮扶。科室将定期选派青
年教师前往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学习对方
口腔医学的长处，如口腔医学教学管理、专
业课程设计、教学平台建设等，让医院的口
腔医学教育迈上新台阶。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口腔外科的全体同
仁将不断努力和奋斗，为患者提供优质的
医疗服务。

科室简介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口腔外科业务范

围：口腔、颌面、颈部肿瘤、创伤、整形、炎
症、正颌及牙槽外科。开放床位 35 张，口
腔综合治疗椅 10 台套，医护人员 25 名，高
级职称 5 人，中级职称 6 人，硕士以上学历
5 人。近年来共完成科研课题 10 余项，发
表论文 20 余篇，出版专著两部。获得三新
成果30余项。

学科带头人
常群安，口腔颌面外科主任，教研室主

任，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口腔医学会理
事，口腔颌面外科专委会委员，口腔急诊
专委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口腔医师分
会委员，青海省口腔医学会常务副会长，
国际牙医师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口腔颌
面外科的临床、教学、科研、预防及保健工
作。擅长口腔、颌面、
颈部肿瘤、创伤、整形、
炎症、牙槽外科及颞下
颌关节疾病的诊治工
作。发表专业学术论
文 20 余篇，完成“三新
项目”16 项及科研课题
三项，参与编写专著两
部。

本报记者 赵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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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不宜多食发物

——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口腔外科

众所周知，手术很
伤人，熊睿介绍，术后
人体机能都会减退，不
过 ，这 并 不 代 表 手 术
后，需急于用补品滋养
身体。一些本身营养
充足的人，术后进补过
量 的 话 ，也 会 适 得 其
反。再加上手术后，人

体的消化功能受到一
定障碍，不能很好地消
化 食 物 及 吸 收 营 养 。
因此，术后大补反而伤
害肠胃。为了更好、更
快地让刀口愈合，术后
调养也有讲究。只有
正确的调养，才能使身
体尽快恢复。

“手术后调养不能一视同仁，要根据
不同症状不同对待。有的人出现食欲不
振，有的人放疗后呕吐、恶心加重，这时
候，不能强迫他们进食，需针对不同的症
状，给予不同的调养方式。”熊睿说。

术后食欲不振，可通过口服营养均衡

补充剂来调养。其间，要观察消化功能的
变化，若胃肠道不耐受，采取静脉营养点滴
补充的方法即可；放疗后呕吐、恶心的人，
严重的情况下，也需打静脉营养点滴；急性
重症胰腺炎病人术后一般需要禁食，连水
也不能喝。因为食物会分泌消化液，产生

过多胰液，使炎症不易消退，不利于身体恢
复。禁食的一两天，需要给予肠内+肠外营
养治疗；完全性肠梗阻和消化道大出血的
病人，手术后两三天也要禁食，采用静脉营
养点滴。要注意的是，静脉营养点滴不能
长期补充，需根据个人体质而定。

手术后，人体或多或少会出现蛋白
质分解的情况，熊睿说，也就是说，有些
病人术后体内蛋白下降，这时候，一定要
注意全营养素的摄入。

现在，不少人发现蛋白低了，就去打
白蛋白，这种方法不可取。蛋白质有两
个作用，分别是合成人体所需要的蛋白、
产生热量。如果人体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摄入不足，打进去的白蛋白被当作热量
燃烧，无法起到合成蛋白的作用。只有

在热量和全营养素足够的状态下，才能
起到保护和节约蛋白的作用。

因此，术后病人调养首要补充足够
的蛋白质。很多食物里都有丰富的蛋白
质，如肉、蛋、奶、豆等。术后第一周可以
适当喝点儿牛奶、吃些鸡蛋，第二周加入
肉类、豆类等，这些优质蛋白可以促进身
体康复。

手术后补充的蛋白质要比平时多一
些。正常人的蛋白质摄入量按照公斤体

重，比如一个人 60公斤，每天的摄入量就
是 60克。术后有创伤、蛋白下降的人群，
蛋白质的摄入量要按照公斤体重的 1.2
克至 1.5克。

如果从饮食中不能摄入足够的蛋白
质，就要额外补充 10克至 20克的乳清蛋
白或全价蛋白的蛋白粉。乳清蛋白的消
化吸收率较高，全价蛋白里一半是乳清
蛋白，一半是植物蛋白，比纯大豆蛋白
好。

手术后要注意调养

除了补充蛋白质，其他营养素的摄
入也很重要，熊睿说，每种食物含有的营
养素不同，只有均衡营养，才能保证营养
素的足够摄入。比如碳水化合物、脂肪、
维生素等。为了减少胃肠道的负担，术

后早期选择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时，要以
精细的米面为主，杂粮暂时不要吃。

“一般手术后，待胃肠道功能恢复，可
以进食流质和半流质饮食。不过，时间不
可太长，避免营养不良。”熊睿说，“术后 3

至 5天，采取清淡、好消化的流质、半流质
饮食，少量多次食用，然后逐渐过渡到软
饭，再慢慢增加食物的种类。”

另外，手术还会导致人体维生素的
缺乏，要从蔬果等食物中补充。

对于术后要不要忌口，熊睿说，这
就要提到发物了，这里的发物是指葱、
姜、蒜、韭菜等辛辣刺激的食物或浓烈
的调料，由于它们影响手术后伤口愈
合，建议术后不要吃。有的人认为鱼虾
是发物，术后不能吃，这种说法是不对

的。
手术一周后，像鱼虾这种优质蛋白

是可以吃的。说鱼虾会发，是因为术后
人体抵抗力降低，有些人容易发生过敏
反应。他可能是吃了鱼虾过敏的，大家
就认为所有人不能吃。

此外，对于术后“家属吃肉，病人喝
汤”的情况，熊睿建议，在胃肠道功能恢
复正常后，病人既要喝汤，也要吃肉。肉
里富含优质蛋白，营养素高，肉汤虽然美
味，能提高食欲，但其脂肪、嘌呤多，营养
素低。

起居规律
冬季养生要注重藏，避免熬夜工

作，临睡前不宜看紧张、恐怖的小说和
影视剧。午间要小睡半小时，有助血压
下降，心率减慢，有利于冠心病的康
复。清晨是发生心梗和猝死的“魔鬼时
刻”。起床前可先在床上躺 30 秒，再坐
起 30 秒，再撑床站 30 秒。外出活动要
避寒，做到护阳。穿衣应遵循轻便的原
则。否则，衣服和鞋子过度厚重也会增
加心脏负担，加重病情。

精神调摄
情志调节方面，应培养愉悦的情

绪，塑造开朗乐观的性格、处事随和、克
服偏执、不苛求他人、精神愉快则气血
和畅，有利于体质的改善。

饮食调养
冬季应多食温热护阳之品，以抵御

寒冷，如多食羊肉、牛肉、桂圆、核桃、栗
子、大枣、山药、木耳、胡萝卜、油菜、韭
菜等，少吃寒冷食物，如螃蟹、海虾、葡
萄等。

体育锻炼
锻炼可增加热量产生，使气血流

畅、循环无阻、新陈代谢加快、躯体温
暖。户外活动选择上午、下午等日照充
足的时侯，打太极拳、乒乓球、健身操、
散步等。运动要量力而行，使全身气血
流通，以不增心率为宜，心率明显增加
时，应该休息片刻使心率逐渐恢复正
常。若剧烈运动时伴有胸闷、气短、咳
嗽、胸痛等症状，应及时停止运动，避免
症状加重。运动后要及时穿上衣服，以
免着凉感冒加重病情。

除此之外，在养生调理的基础上，
配以膏方调治，扶正祛邪，可以发挥很
好的康复作用。冠心病患者要坚持服
药，定时就诊，不要疏忽大意，及时发现
变化苗头，及时就医。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