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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食物乙肝患者不能碰？
成更强致癌活性的环氧黄樟素。
乙肝不能吃的食物：
1、
甜食：
糖容易发
酵，
加重胃肠胀气，
易转化为脂肪，
加速肝脏
对脂肪的贮存，
促进脂肪肝的发生。因此乙
肝患者不宜多吃各种甜食。2、
加工食品：
一
般大多数加工食品含有防腐剂和食品添加
剂等。3、
味精：
味精是调味品，
乙肝患者一
次用量较多或经常超量服用，
可出现短暂头
痛、
心慌恶心等症状。容易加重乙肝患者病
情。4、
烟薰和烧烤食物：
天然气、
煤、
木炭、
柴草等不完全燃烧时，
会致癌。5、
高脂肪食
物：肥肉、动物内脏，易使人肥胖和血脂增
高。6、
腌制食物：
各种腌制食物盐分太高，
多数腌制食品含有数量不少的味精和防腐
剂，
乙肝患者食用过多腌制食品易影响水、
钠代谢，
肝硬化患者应完全禁忌腌制食品。

另外，乙肝患者应该多补充维生素
C。维生素 C，又叫抗坏血酸，是人体必需
的营养物质，也是人们熟悉且常常服用的
一种维生素。它可参加人体内的很多生化
反应，可部分氧化生成去氧维生素 C，这一
过程又是可逆性的，所以维生素 C 也是一
种氧化还原剂。它能直接改善肝功能，促
进新陈代谢；
大剂量应用可提高体液免疫，
促进抗体形成，
加强白细胞的吞噬作用，
增
强机体的抗病能力，
减轻肝脏脂肪变性，
促
进肝细胞的修复、
再生和肝糖原的合成，
改
善新陈代谢，
增强利尿作用，
促进胆红素排
泌，
从而起到解毒、
退黄、
恢复肝功能、
降低
转氨酶的作用；同时还能改善肾上腺皮质
功能。此外，
尚有结合细菌内毒素的能力，
减少内毒素对肝脏的损害。

“妈妈，我总看见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影子”
13 岁孩子因害怕不敢上学 7 次沙盘游戏助其痊愈

面对小患者，
医生都会格外小心，
不仅因为孩子年龄小，
身体发育尚不完全，
用药需要特别谨慎，
而且儿童往往表达不清，
医生
很难准确了解其状况、
感受、
想法。不过，
自从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开展沙盘治疗，
一些不愿开口说话、
配合的小患者，
通过游戏，
就
能及时发现并改善或解决心理问题。

□ 浔阳晚报记者 易兴

13 岁的阳阳（化名）原本是个开朗懂事
的小男孩，
却在一年前渐渐变得沉默不语，
拒绝上学，脸上时常出现害怕、惊恐的神
情。阳阳妈妈察觉到孩子的不对劲，
问他原
因，
阳阳却只说一句
“每次上学路上都能看
见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影子”
，
便不再说话。
原本以为过段时间，孩子自己就能克
服恐惧。期间，
妈妈也尝试送阳阳去上学，
但都无济于事。在休学半年后，阳阳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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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水何时喝才好？

协办
名医解答 市第一人民医院
免费咨询电话：0792-8582052

读者提问：吃姜会导致乙肝癌变吗？
哪些食物乙肝患者不能碰？
一医院名医解答：姜作为家庭日常生
活 中 常 用 调 味 品 ，同 时 也 是 一 味 中 药 。
姜属辛热燥烈之品，这非常容易导致肝
细胞发生变性，坏死以及间质组织增生，
使肝功能失常。所以肝病患者在饮食方
面必须加以注意，不要因为贪嘴，导致乙
肝病情恶化。研究显示，黄樟素可引起
肝癌，在小鼠的饲料中添加 0.04%～1%的
黄樟素，150 天到 2 年，可诱导小鼠产生肝
癌。黄樟素经过代谢转化为活性致癌物
的过程，目前已经比较清楚：黄樟素在小
鼠体内首先代谢为苯乙醇形式，接着被
激活转化为乙酸盐或硫酸盐，成为终的
致癌物。黄樟素若与氧化剂结合，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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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周刊

疲劳时 尤其是熬夜后在所有的天然食
品中，大脑神经元所需要的能量在蜂蜜中含
量最高。蜂蜜中的果糖、葡萄糖可以很快被
身体吸收利用，改善血液的营养状况，特别是
在熬夜后。用法：中午一杯蜂蜜水。
喝酒时 蜂蜜成分中含有一种大多数水
果没有的果糖，它可以促进酒精的分解吸收，
因此有利于快速醒酒，并解除饮酒后的头痛
感。用法：饮酒前吃 50 克蜂蜜或几块涂蜂蜜
的饼干面包，
酒后饮蜂蜜水。
消化不好时 蜂蜜可以促使胃酸正常分
泌，还有增强肠蠕动的作用，能显著缩短排便
时间。用法：
早晚空腹服蜂蜜 25 克。
（健康报）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东院：
九江市浔阳东路 57 号
预约门诊：
0792-2180100
西院:九江市湓浦路 284 号
导诊电话：
0792-2180326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东院最新引进
国际领先的平板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
已正式投入使用，
可满足临床对血管
造影和介入治疗的各种要求，使我
院
“心脏、外周/血管、神经”三大
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更具优势。

孩子在游戏中重回健康
带着孩子前往南京、南昌等地求医。医生
却说孩子的表现称不上精神障碍患者，不
宜服用药物。
“像阳阳这种不愿开口说话的孩子，
做
沙盘治疗很合适。
”
经多方打听后，
阳阳妈妈
带着孩子来到了九江市第五人民医院，
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
九江市心理援助热线工作
人员陈静见到了阳阳，
并在随后的五个月时
间内为其进行了7次沙盘治疗。

“在前4次沙盘治疗中，
阳阳始终未开口
说话，
并总是哭得很伤心，
非常害怕、无助，
从他摆放的沙盘中，也可以看出内心很紧
张、
压抑，
戒备心很强。
”
在每次治疗中，
陈静
都会通过沙盘读出阳阳的内心世界，
并进行
宽慰、疏导，同时，也教导家长要多陪伴阳
阳，
创造和谐的家庭环境。
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阳阳一天天开
朗、
自信起来，
并主动要求返回学校。

沙盘疗愈适合这些人群
据陈静介绍，心理沙盘游戏，是一种
认识自我的最佳、最直接的通道。通过沙
盘，对儿童及成人的情绪问题（如抑郁情
绪、焦虑情绪、创伤后应激障碍、学生厌学

情绪、沉默内向等）有很明显的帮助，并能
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增加交往技巧，有
效释放压力，宣泄消极情绪，明确人生目
标，提升自信，完善自我、整合身心。

东院：
九江市浔阳东路 57 号 预约门诊：
2180100
西院：
九江市湓浦路 284 号 导诊电话：
2180326

地址：九江市甘棠南路 61 号

电话：
0792-8118639

医院地址：
前进东路 145 号
预约电话：
8175020 8251395

又因沙盘具有非语言性特点，特别适
合言语能力还未充分发展的儿童或语言
功能有障碍的儿童，还适用于不善于表达
自己内心想法的人群。

地址：十里大道 408 号（大树下）
电话：8135358（咨询） 8223287（急救）

地址：德化路 555 号（南院） 庐山南路 261 号（北院）
垂询热线：
8188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