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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龙华医院肿瘤二科
副主任医师 邓海滨

“医生，我这个病有什么需要忌
口的吗？”“医生，我放化疗时吃点什
么好啊？”“医生，肿瘤患者不能‘进
补’吧？”……上述问题，肿瘤科医生
每天都要被问无数次，似乎除了治
疗，患者和家属们最关注的就是饮
食了。

忌不忌口，要“三因制宜”

肿瘤患者需要忌口吗？答案是肯
定的。但是否像有些极端的做法，这
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甚至要“饿死
肿瘤”呢？我建议大家要掌握“三因制
宜”的原则。

因人制宜：根据患者的寒热属性
选择食品。如以寒症为主，应忌梨、西
瓜、鸭等凉性食品；以内热为主，则应
少吃羊肉、狗肉、鹿肉、黄鳝、辣椒等热
性食品；如患者脾胃虚弱，则应忌食

粘、冷、滑、腻之品，如葵花子、年糕、生
葱、辣椒、胡椒等。

因时制宜：四季气候交替，人类
必须顺应自然规律而不可违背，这就
是“天人相应”的概念。春夏阳气旺
盛，万物生机盎然，肿瘤细胞增殖快，
因而尽量少食温燥“发物”，如忌食狗

肉、羊肉等；秋季气候干燥，万物萧
条，病人常见口鼻干燥，此时尽量不要
吃辛热干燥食物，多食含水分多的水
果；冬季严寒，则应尽量少食寒凉生
冷食物。

因病制宜：根据所患病种应忌口
的食物。如胃癌患者忌食熏制食品、

刺激性调料等；食道癌患者忌食过热
饮料、酒；肝癌患者应忌食硬、油炸、刺
激性食品和酒；乳腺癌患者不要吃刺
激性食物，忌饱和/动物脂肪及酒；肠
癌患者忌酒精、加工肉食、饱和/动物
脂肪；肺癌患者忌烟酒、刺激性食物；
前列腺癌患者忌食含雄激素的食物，
如海马、鹿茸、韭菜及韭菜花；胆囊癌
患者则忌食高脂肪、酒、油炸食品，并
避免暴饮暴食。

不同阶段的病人该怎么吃

在疾病治疗的不同阶段，肿瘤患
者也应有所忌宜。

围手术期：此时患者元气有伤，以
易消化、易吸收食物为主。可以适当
食用有收敛功效的食物或药物（芡实、
鸽肉、太子参等），以助敛汗及伤口修
复。忌大补、难以吸收之食物。

围放疗期：放疗患者易出现口
干舌燥、渴喜冷饮、心烦、舌红少苔
等，中医认为是由于放疗灼伤津液所
致，故针对这一证型，可多食一些滋
阴生津的甘凉食品。可用甘蔗、荸

荠、梨、莲藕、西瓜、黄瓜、西红柿、猕
猴桃等榨汁服，提倡服用新鲜榨取
的植物汁液。特别注意尽量不要吃
辛温助热的食物，如麻辣食品及狗
肉、羊肉等。

放射性肺炎患者可以鲜芦根
15g、淡竹叶15g煎汤饮用；还可饮用
绿豆汤、冬瓜汤等；也可用百合30g、
银耳15g共煮饮用。放射性膀胱炎的
患者，可用绿豆60g、车前草（或淡竹
叶）15g～30g煎汤频服；还可用荠菜
30g～60g、豆腐60g烧汤服食。

围化疗期：这个阶段患者易出现
胃肠功能障碍，应以易消化、易吸收食
物为主，少量，多餐。要因病施膳，选
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多吃煮、炖、蒸等
易消化的食物，少吃油煎食物。食欲
不振者，可适当熬些粥养胃。

化疗中为了减少便秘症状，应
多吃维生素含量丰富的蔬菜、水果
及其他一些有助于抗癌的食物，如芦
笋、海带、海藻、洋葱、大蒜、蘑菇等。
化疗的中晚期为了减少白细胞下降，
可食用有助于升高白细胞的食物，
如黄鳝、泥鳅、猪肝、鱼汤、肉汤、河
蟹等。

肿瘤病人需要忌口吗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传统疗法中心主任 刘媛媛

俗话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
也就是气候刚转暖的时候，注意保暖
才能预防各种疾病的侵扰。事实上，
除了别急着脱衣服外，更重要的是捂
好这几个穴位。

☆神门穴

位于手腕的神门穴是最重要的，
可以说是“春捂第一穴”。神门穴是心
经的原穴。人的心脏主管全身的血
脉，而原穴是主管各脏腑元气和生命
原动力所在的穴位，有强化各脏腑，特
别是保护心脑血管的功能。

神门穴位于腕横纹上，手小指一侧
腕下方肌腱的里侧。除了避免该处受寒
之外，按摩此穴也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大家随时都可以用拇指指端点按神门
穴，力量无需太大，也不必追求酸胀感。

☆风池穴

中国有句古话叫“神仙也怕脑后
风”。这表明人们在春天一定要把脖
子，尤其是脖子后面捂住。

人体风池穴位于颈部，在枕骨之下，
与风府穴相平，胸锁乳突肌与斜方肌上
端之间的凹陷处。风池穴很容易被风
邪侵袭，因此可以围上围巾保暖。

☆神阙穴

神阙穴即我们平时说的肚脐，特

别是一些胃部怕冷、爱腹泻的人，要特
别注意这个部位的保暖，可经常在肚
脐处进行热敷。

☆肾俞穴

春捂还要捂好肾俞穴。肾俞穴位
于腰部第二腰椎棘突下，左右二指宽
处。人体阳气的根在肾，而腰为肾之
府，肾阳虚时会腰部酸软怕冷。用热
水袋热敷或艾灸腰眼处的肾俞穴，可
以起到温暖肾阳的作用。

☆阳辅穴

春捂还要保护好小腿外侧。有的
人在天冷时容易出现偏头痛或小腹
痛，可以热敷位于小腿外侧，外踝关节
上方四寸的阳辅穴。

春捂 要捂住这5个穴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副主任中医师 陶雪芬

近日有网友在伦敦餐厅偶遇周杰
伦和昆凌，周董和友人相谈甚欢，甚至
聊到仰头大笑，气氛看似相当欢乐，之
后这对爱人走出餐厅，体贴入微的周
杰伦伸出手为老婆揉肩。虽是平凡自
然之举，但网友看了仍直呼超甜，狂赞
周董，铁粉羡慕不已。

天王周杰伦和昆凌婚后育有一
女，不久前宣布怀了第二胎儿子，凑成

“好”字，收到大批祝福。也就是说，周
杰伦为昆凌揉肩的时候正好在她的孕
期。周杰伦体贴妻子的出发点是好
的，但中医却为他的这个动作捏了一
把汗。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于孕妇来说，肩井穴这个位置在

临床上是禁忌之处，不能针刺。虽然
按摩比针刺的力度小，但是这个地方
也不宜刺激，因为这个穴位的作用之
一就是治疗难产，也就是说能促进分
娩，这对于怀孕的女性显然不宜。在
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唐代医家
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关
于肩井穴有这样的描述：“难产，针两
肩井入一寸泻之，须臾即分娩。”明代针
灸学家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也明确
指出肩井穴可以治疗“妇人难产。”

除了肩井穴，孕妇身上的合谷穴、
三阴交穴以及腰腹部的穴位都不宜进
行按摩及其他强刺激，以免造成胎动
不安甚至流产。

揉肩这个动作很多人都做过，但
很少有人知道揉肩的具体穴位在什么
地方。揉肩的最常用穴位是肩井穴，
取穴时一般采用正坐或者俯卧的姿
势，此穴位于人体的肩上，大椎穴（第
7颈椎棘突下凹陷处）与肩峰端连线
的中点，即乳头正上方与肩线交接处。

按摩肩井穴能够直接或辅助治疗
肩膀酸痛、头重脚轻、眼睛疲劳、耳鸣、
高血压、落枕等症状。对于有上述症
状的人，中医推拿手法中的“拿肩井”
是不错的选择。具体的操作方法是，
被按摩者坐直，按摩者立于被按摩者
身后，双手虎口张开，四指并拢，自然
搭在被按摩者双肩井部位，四指与拇
指相对用力，做有节律的拿捏动作。
如果再用空心拳帮助捶捶后背，效果
会更好。

需要注意的是，肩井穴的按摩力
度不要过重、过久，尤其血压高或有心
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不可久按、重按。

（杨璞整理）

孕妇揉肩 不是想揉就能揉

□浙江省中山医院中药药剂科
主管中药师 王芳芳

荠菜，又名地菜、护生草，为十字
花科植物荠菜的带根干燥全草，生长
于全国各地。春寒料峭时，荠菜返青
最早。我国食用荠菜历史悠久，素为
历代美食家推崇。民间有谚语说：“三
月三，荠菜赛灵丹”。我国很多地方有
阴历三月初三吃荠菜煮鸡蛋的习俗，
有的人还在这天采集大量的荠菜晒
干，留着煮水服用。

荠菜的药用价值也很高，它的根、
花、籽均可入药，最早见于陶弘景的
《名医别录》，谓其能“利肝和中”，《本
草纲目》谓其能“明目益胃”。中医认
为，荠菜性平，味甘、凉，归肝、胃经，有
清热解毒、利水消肿、明目、止血等功
效，主治痢疾、水肿、淋病、乳糜尿、吐
血、便血等。

研究发现，荠菜含丰富的蛋白
质、碳水化合物、氨基酸、维生素C、
维生素A、胡萝卜素，还含有荠菜酸、
胆碱、乙酰胆碱等，主要具有以下几方
面药理作用：1.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2.促进肠胃蠕动。3.缓解夜盲症。4.
抗凝血。5.降脂，降血压。6.消炎，抗
病毒。

下面为大家推荐两款荠菜食谱，
大家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做一做。

荠菜粥

原料：荠菜 500克，粳米和水适
量，精盐、麻油少许。

做法：取新鲜荠菜洗净切碎，加入
粳米和水煮成稀粥，早晚服之。

功效：《本草纲目》记载“荠菜
粥能明目利水”。粳米味甘，性平，
与荠菜合之为粥，对治疗脾虚及各
种出血症有一定的疗效。凡体质衰
弱、头昏目眩、慢性肾炎、气虚浮
肿、二便带血的中老年人，更是颇为
适宜。

荠菜拌豆腐

原料：荠菜 250 克，水豆腐 300
克，调味品适量。

做法：水豆腐切小块，用开水略
烫，捞出。荠菜用开水烫熟，凉后切成
细末放在水豆腐上，加入麻油、精盐和
味精拌匀。

功效：此菜可凉肝止血，利湿通
淋，适用于高血压、便血、尿血、肾炎、
水肿、目赤肿痛的人食用。

温馨提示：荠菜性凉，脾胃虚弱
者不宜食用，尤其是大便不成形、经
常便溏者。此外，荠菜有收缩子宫
的作用，孕妇不宜多吃，因易导致
流产。

明目益胃食荠菜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肝胆科 何洪波

春天来了，天气转暖，自然界呈现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您是否知道春
天是最适宜保肝的季节？四季之中春
天属木，因而春季是肝脏最活跃的季
节，也是养肝护肝最好的时候。那么，
春季如何养肝呢？

青色食物入肝

药物中的青蒿、青皮都是入肝经
的，食物中的青菜也大多入肝胆，如青
柠檬、青黄瓜等，当季蔬菜中的韭菜、
茼蒿、菠菜等都是美味春芽。在口苦、
口干比较明显时，如果不是血虚所致
的虚火，食用黄瓜、绿豆等都有清肝火
解毒的效果。

早睡觉以养肝

夜卧则血归肝，根据中医子午
流注理论，子时（23∶00~1∶00）属胆
经循行时段，丑时（1∶00~3∶00）属
肝经循行时段。因此应早睡觉，保证
这段时间的睡眠，以利于肝胆的养
护。肝病患者应特别注意保证睡眠，
以使血能归肝，使药物能更好地发挥
治疗效果。女性养生以养血为主，
经常熬夜会致阴血亏虚，造成面色

萎黄、失眠多梦、月经量少等肝血亏
虚的症状。

补肾也能养肝

肝肾同源，黑芝麻补肾，又能补肝
血，就是因为水能生木，补肾方能养
肝。这就是中医“虚则补其母”的治疗
方法。

饮食清淡，少食辛辣。辛辣伤血，
故肝病者不宜吃得过辣过咸，豆制品
也在慎食之列。豆本身属肾，外形又

极像肾脏，所以补肾又可以补肝，但对
肝肾的压力也大，故不宜多食。

戒愤怒以养肝

肝主怒，怒能伤肝，情绪舒畅方能
养肝。《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春
三月，此为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
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行，以使
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
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
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

春季 养肝护肝好时节

□江苏省中医院
消化科主任中医师 徐艺

有时降温有时暖，初春时节，气候
阴晴不定，稍不注意就会被感冒“偷
袭”，发烧、流涕、浑身乏力，那种滋味别
提有多难受。但你知道吗，娇弱的胃肠
在春季也会如“感冒”般常有不适。

年轻人、女性易中招

胃部绞痛、灼热，吃东西不容易消

化，张女士最近饱受胃肠不适的困
扰。说来奇怪，饮食如常，作息依旧，
以前没有任何不适，这病却来得十分
突然。担心身体出现异常，颇为紧张
的她赶忙到消化科就诊。

其实，张女士这种情况最近比较
多见，主要是由于没有注意防寒保暖，
胃肠受凉所致，其中以年轻人、女性居
多。主要是年轻人忙于工作，容易肝
郁气滞，再加上饮食不调、熬夜、贪凉
等不良生活习惯，胃病容易找上门；而
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脾胃相对虚
弱，饮食、情绪稍不注意就可能使得肝
脾不调，胃部出现不适。

此外，有一些胃肠不适的患者病
情较重，上吐下泻，伴随低热，这就要
注意了，可能是感染病毒所致的胃肠
型感冒，这种疾病同其他感冒一样具
有传染性。

这些元凶要提防

中医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为五
脏六腑提供营养，对人体非常重要。
但胃又直接与外界相通，极易受到外
界变化的影响，甚为娇弱。尤其是季
节交替、冷热变化频繁的春季，人们在

外出时难以顾及气温的影响，衣服减
得过快，会使肠胃因受凉而出现功能
紊乱。

春季万物复苏，细菌、病毒也开始
活跃起来，而人经过了一个寒冬的考
验，体质偏弱，抵抗力差，正所谓“正气
不足，外邪内侵”，外出活动时容易感
染致病因子。

此外，春色满园之际，各色野菜以
及草莓等新鲜瓜果成了餐桌上的常
客，殊不知野菜性寒，瓜果生冷，过量
食用后，猛烈的刺激超过了胃肠的承
受能力，不适的症状会马上表现出
来。有些易过敏人群在春季遇到花
粉、柳絮等过敏原，一不小心便有可能
诱发胃肠炎的急性发作。以上因素都
会导致胃病发作，在日常生活中要予
以重视。

养胃防寒是关键

俗话说，胃病三分靠治，七分靠
养。养胃护胃还是要捂，防止腹部受
寒是关键。从外环境而言，要防寒保
暖，衣物不能减得太快，易过敏人群
尽量减少外出，避免接触过敏原；对
内而言，脾胃喜温不喜寒，建议少吃

野菜、河蚌等性寒的食物以及生冷的
水果，可以吃一些偏温的食物，如韭
菜、芹菜等。

（孙茜整理）

娇弱的胃肠 让我好好爱你

扁豆薏米粥

材料：薏米 50 克，白扁豆 30
克，大米50克。煮粥食用。

功效：薏米可健脾渗湿、除痹
止泻，搭配白扁豆熬成药膳，特别
适用于湿阻腹泻。

山药红枣小米粥

材料：山药 100 克、红枣 10
枚、小米100克。煮粥食用。

功效：山药补脾健胃、润肺滋
肾，红枣补气健脾，小米对于气血
两虚、脾胃虚弱十分有益，常食山
药红枣小米粥可健脾养胃。

调理胃肠推荐两款粥

链 接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局
业务中心主任 朱本浩

大葱不仅是厨房的必备调味品，
也是药食两用较广的食材。大葱全
身都是宝，葱白、葱叶、葱须价值各有
侧重，可谓一根大葱三味药。

葱白 葱白，也就是大葱近根部
的茎，这是其主要的药用部分，其气
味辛辣，性温。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葱白有发汗解热的功效，可健胃、利
尿、祛痰，葱白所含的葱蒜素对痢疾
杆菌、葡萄球菌及皮肤真菌也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尤其对于冬春季出
现风寒感冒、鼻塞流涕，可与生姜、
红糖同煎做成“姜糖葱白饮”，效果
很好。

葱叶 葱叶除了含葱白中所含
有的营养成分外，其他许多营养素都
优于葱白。例如葱叶中的维生素C、
胡萝卜素、叶绿素、镁的含量都明显
高于葱白。葱叶既可以看作是一种
调味品，也可以把它当成绿叶蔬菜，
葱叶中的叶绿素有一定的解毒消肿
作用，外用内服皆可。

《食疗本草》有介绍用葱叶治疗
肿痛的，“葱叶、干姜、黄柏，相和煎作
汤，浸洗之。”《独行方》中则有“治水
病两足肿者：锉葱叶及茎，煮令烂渍
之，日三五作。”

葱须 在烹调时，葱须总是被丢
弃，但其多酚、蛋白质和多糖类物质
含量较丰富，在清除自由基以及免疫
调节等方面都优于葱白、葱叶。

葱须可以用来泡酒。平时烹调
不用的葱须洗净沥干后，泡进米酒
中，一段时间后用此酒来烹调，可为
菜品添香。此外，可以用葱须来做养
生汤。葱须3克~5克，枸杞20颗、黄
芪20克，红枣4枚~6枚，煮服可缓解
风寒感冒、偏头疼。

一根大葱
三味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