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369 8457123责编:赵越 值班主任:李皓 责校:卓玛 热线:

请本版摘录稿件和图片作
者与本报联系，即付稿酬！

老寒腿不能一捂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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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运动有好处

进入冬天，气温下降，今年 70
岁的西宁市民魏先生双膝突然酸麻疼
痛，不听使唤，原来是他的“老寒腿”发作
了。魏先生很疑惑，我穿得特别暖和，提
前给老寒腿“打”了预防针，怎么还会复
发？青海省中医院风湿病科主任医师李
琴指出，患上老寒腿穿得暖只是一方面，

还要从其他方面做起。

辣椒是降血压
还是升血压？

本报记者 赵越

▶穿得暖是基本
保护措施

▶进补很重要

健康塑美，让患者放心、舒心

“大夫，我想祛痣。”“我是朋友推荐过
来的，想护理一下皮肤。”……近日，记者
前往位于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南院区的医
学美容科采访，看到就诊大厅有不少患者
正在向专家咨询。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
就诊室，少了拥挤、嘈杂，感觉这里不是医
院，更像是休闲会所。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医学美容科成立
于 2016 年 9 月，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
体，是青海省首批国家级皮肤医疗美容示
范基地。科室秉承三级甲等医院的质量
水准、“安全诚信，健康塑美”的服务理念，
结合信息化管理服务体系，先后斥巨资从
国内外引进多台国际顶尖医疗设备，为广
大爱美者打造安全高效的医美环境，充分
保护求美者的隐私。

科室占地面积 800 多平方米，设有美

容外科、注射微整形、皮肤光电管理中心、
中西医结合美容中心、毛发管理中心、水
疗中心等特色诊疗部门。“这样设置的目
的是为了使每个部门以最高要求的标准
来恒定每个技术的深研与国际同步，确保
为求美者塑美的技术都是先进技术提炼
后的精髓。”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医学美容
科主任医师冶娟告诉记者。

在治疗常见损容性皮肤病的同
时，科室以中胚层生发、美容抗衰
老、面部年轻化为专科特色。今
年 9 月初，科室接诊到一名 8 岁
的男孩。患者刘磊（化名）三年
前被诊断为斑秃，多方治疗无
果，在别人的介绍下，来到青海
大学附属医院医学美容科。专
家根据刘磊的检查结果，制定了
详细的治疗计划。一周一次，经过
10 次的第一疗程的中胚层生发治疗
后，刘磊的毛发生长效果较好，现已开始
第二疗程的治疗。

中胚层生发是将含有促头皮生长因
子的药物及营养成分等，通过带孔微针设
备进行导入，定量、定位、定层，精准导入
皮肤真皮层，促进毛发再生长。它的优点
是直接针对病变位置进行治疗，见效快，

局部微循环和细胞活能元素的增加能提
高自身免疫力，12个小时后就可以正常清
洗头发，不需要剔除毛发，不影响美观，随
做随走，不耽误工作与生活。

设备先进
科室引领医学美容技术的前沿，拥有

国际先进医疗设备多台，先后从美国、以色
列、韩国等引进了与国际同步的金标

准设备，如赛诺龙 eMax 最新极光
超级治疗工作站、赛诺龙 eTwo

红电波一站式焕肤平台、美国
科医人月光脱毛治疗仪、韩国
king UV 皮肤检测系统、水光
注射平台、生发治疗仪、黄金
混合光动力治疗仪、小分子气
泡氧洁肤仪、无针水光嫩肤仪

等先进设备，奠定了省内医学
美容界领航者的地位。

专业、敬业的团队
科室技术力量雄厚，临床经验丰富，

拥有主任医师 3 名，均为从事皮肤美容业
二十多年的专家教授。其中硕士 3 名，高、
中、初级护理人员 4 名，都经过严格有素的
专业训练和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权威
的专家医疗团队，专业细致的护理人员，
为广大患者提供安全、保障的服务，使其

就医过程轻松、愉快。
专家简介

冶娟 主任医师、教授，青海省医学会
皮肤病学分会主任委员，青海省医学会医
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
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全国委员。从事皮肤
美容临床及教学26年。

郭砚 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高级美容师，皮肤美容主诊
医师。青海省医学会皮肤病学分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皮肤激光医
疗美容学组委员。

马文宇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
师；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青年委员
会委员、青海省医学会皮肤病学分会委
员、青海省医学会美学与美容分会秘书。
研究方向白癜风、黑色素瘤。

本报记者 赵越

▶按摩穴位可以缓解老寒腿

——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医学美容科记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医学美容科

辣椒中含有辣椒素，有扩张血管的
作用，同时能促进血液循环，还有降血糖
的功能。有研究发现长期补充辣椒素，
能够帮助控制高血压。当然也有一些相
反的说法，就是过度吃辣椒反而会诱发
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还有些专家认
为辣椒会抵消降压药的药效。

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吃辣椒有着
双面的影响。如果是轻度高血压，适当
吃点辣味的食物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血
压不稳定，容易忽高忽低，或者高压难
降，就一定要咨询医生后再决定吃不吃
辣椒。

辣椒的好处也很多
1. 防前列腺癌：辣椒素对人类前列

腺癌细胞培养物有很好的抗扩散效果，
并能极大抑制人类前列腺癌肿的生长。
但男性朋友们不要因此吃太多辣椒，长
期吃太多辣椒反而会造成前列腺的血液
循环功能障碍，久而久之容易引起发炎。

2. 保护心血管：健康人适量吃辣椒
可有效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另外
吃辣椒还能促进血液循环，中医认为辣
椒能“除风发汗，行痰，除湿”。常食辣椒
可降低血脂，减少血栓形成，对心血管系
统疾病有一定预防作用。

3. 帮助消化：辣椒对口腔及胃肠有
刺激作用，能增强肠胃蠕动，促进消化液
分泌，改善食欲，并能抑制肠内异常发
酵。但有些人不太能吃辣，吃辣就容易
胃疼腹泻，这类人最好不要通过吃辣椒
来帮助消化，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4.减肥：辣椒含有一种成分，可以通
过扩张血管，加快新陈代谢，使体内的热
量消耗速度加快，从而达到减肥的效
果。但如果你本来就爱吃辣，就不要迷
信辣味食物会减肥了，反而你可能因此
吃得更多。

（来源：家庭医生在线）

老寒腿属于中医的“痹症”
范畴，也就是风湿病的一种。
李琴介绍，“风、寒、湿三气杂
至，合而为痹。”中医认为，老寒
腿是在人体虚弱时，受到风、
寒、湿三种邪气侵入经络，滞留
于关节处，使气血不畅引起的
疾病。高原的冬天以风、寒为
主，不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吃得膏粱厚味，致使脾
胃虚弱，使不少人产生内湿。

老寒腿的人多伴有骨质疏
松、骨关节炎、髌骨软化。老年
人抵抗力弱，肝肾亏损，气血运
行不畅，更易被寒气入侵。再
加 上 很 多 人 最 初 出 现 下 肢 发
凉、怕冷、酸疼、肿胀、僵硬等症
状时，并不重视。到了冬天寒
邪旺盛，遇冷病情就会加重。

“现在，老寒腿不能算老年
病了，门诊上我们也接诊过一
些年轻人，大都是天冷时下身
穿得太单薄，双腿经常暴露在
寒冷的环境中造成的。长此以
往，老寒腿自然缠上身。”李琴
说，“当然，患上老寒腿，不能只
靠保暖，还需要结合饮食、运动
和穴位按摩，方能有效缓解。”

做好下肢保暖是减少老寒
腿发作的首要措施，不论室外
还是室内都要注意，李琴说，室
内要注意温度，膝关节不舒服
的话，可以搭一条小毛毯。分
户采暖要调好温度，让房间温
暖一些。外出时，可以佩戴柔
软性较好的护膝。护膝防寒的
同时，还能防止老寒腿恶化。

中医有药食同源的理论，一些食物的作
用和药物相近，李琴说，冬天，人体内寒气比
较重，老寒腿患者更加怕冷，饮食上首先可
选择牛羊肉、鸡肉等御寒的食物，采用炖、煮
的方式即可。由于室内有暖气，喜食牛羊肉
的人群要少吃，以防燥热难挨；其次，祛除体

内湿气。用薏米仁和红豆熬粥，每天早上食
用，既能健脾又能祛除湿气。最后，补充钙
质。钙不足和老寒腿的产生也脱不开关系，
因此，每天要留意钙的摄入量。如牛奶、酸
奶、鱼类、蛋类、坚果类、豆制品、新鲜果蔬
等，都应该适当摄入。

有的人认为，得了老寒腿后，膝关节疼
痛难忍，不应该做运动，李琴说，这是一个误
区，适当运动是为了加强下肢的肌肉和韧带
功能，尤其是老年人，机体各方面都退化，肌
肉和韧带也不例外。若长时间不运动，会影
响膝关节的活动。

室 内 锻 炼 可 选 择 蹬 自 行 车 和 甩 腿 运
动。每天早晚，躺在床上双脚抬起做蹬自行
车的动作，可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下肢韧带
的锻炼。甩腿运动不是随意晃动双腿，坐在

凳子上，抬起一条腿，前后甩动，每次持续五
六十次，再换另一条腿，起到锻炼腿部肌肉
的作用。

室外运动可选择走路，但不能走过度。
有的人每天走 8 公里、10 公里，膝关节根本
承受不了。一般情况下，每天走路的长度控
制在三公里之内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老寒腿患者要避免长时
间爬楼梯、登山、下坡、下蹲等，这些动作对
膝关节的压力很大。

除了饮食、运动外，按摩一些穴位也可
以缓解老寒腿，李琴说，每天按摩足膝眼
穴、三里穴、三阴交穴三至五分钟，效果也
不错。

膝眼穴位于膝盖两侧，取穴时要站直，
用手摸到膝盖下面，有两个小窝，外侧的是
外膝眼穴，内侧的是内膝眼穴。这个穴位能
缓解膝盖疼痛。足三里位于外膝眼下方四
个横指的地方，三阴交位于脚踝内侧上方约
四个手指宽的地方，这两个穴位可以补益气
血、缓解膝关节病变、强身健体等。

还可以足浴。热水泡脚对下肢经络运
行能起到刺激作用，也可以在水里放一些艾

叶或花椒之类的中药，祛除湿寒、疏通血脉、
调理关节。泡过脚后，可以适当按揉足底。
足底有反射区，血管神经分布密集，通过按
摩足底，刺激反射区，能调整相应脏腑经络
气血。

盐袋热敷也可行。用纱布包裹一些大
颗粒盐，在微波炉内加热后，热敷于疼痛或
关节部位，坚持一段时间，可改善关节疼痛，
缓解老寒腿的症状。每次 20 分钟左右即
可。

此外，李琴建议，如果以上方法都对老
寒腿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就要赶紧前往正
规医院治疗，不要一拖再拖，耽误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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