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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暑过后要润燥清火 喝喝雪梨大米粥
大家最近有没有感到一丝丝凉意？

干净；

那是因为处暑节气到了。处暑中的“处”

２．雪梨丝放入汤锅 ，加足清水，煮开

含有躲藏、终止意思，
“处暑”表示炎热暑

后放入大米，煮至米烂即可。

生津的食物，或黄芪 、党参、乌贼、甲鱼等

量很低，极适合爱吃甜又怕胖的人食用。

能益气保健的食物。

另外，饭后吃梨还可以使积存在人体内的

中医认为，梨具有润喉生津、润肺止

天结束了。在这样夏末秋初的交替之时，

致癌物质大量排出。

咳、
滋养肠胃等功能。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白天热，早晚凉，昼夜

特别提醒：

温差大，降水少，空气湿度低。怎么吃好

一尧处暑要润燥清火

呢？
主题：雪梨大米粥

梨因含配糖体及鞣酸等成分 ，故对
肺结核亦有疗效。梨中含苹果酸、柠檬

二尧秋天吃梨的讲究
秋季可以每天吃个梨，生吃即可，如

处暑饮食，最关键的是润燥清火。秋

酸、葡萄糖、果糖、钙、磷、铁以及多种维

果胃肠功能不好的话，也可以蒸熟了吃。

燥时节，白天可以喝点淡盐水 ，晚上则可

生素。由于梨多汁 、少渣，富含膳食纤维

最好在两餐之间吃，这样不会影响食物营

以喝些蜂蜜水，还要注意不吃或少吃辛辣

和 Ｂ 族维生素，因此有“天然矿泉水”之

养的吸收。今天教的雪梨大米粥可清热润

食材：雪梨 ２ 个，大米 ２００ 克

烧烤食品，多吃滋阴润燥食物 ，防止燥邪

美誉。

燥、性质温和，尤其适合肠胃虚弱，不能吃

做法：１．雪梨去皮切成丝，大米淘洗

损伤，如梨、冰糖、银耳、沙参、鸭子等养阴

梨虽然很甜，但是它的热量和脂肪含

生梨的老人和小孩。

秋季吃什么蔬菜好？推荐这 ５ 种
莲藕

我们常说 ，吃蔬菜水果要应季 ，当季

泌，排毒去火功效显著。莴笋具有清热化

的蔬菜才最营养。那么秋季吃什么蔬菜好

痰、泻火解毒、利气宽胸的作用 ，胸膈烦

藕是个宝，因为藕性甘、味平，可以清

呢？下面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热、咳嗽痰多、脘闷食少、乳汁不通、大小

热去火、润肺止咳。藕的营养价值很高，富

便不利者食后都有效，对儿童来说，还能

含铁、钙等微量元素，植物蛋白质、维生素

起到帮助长牙、换牙作用。

以及淀粉含量也很丰富，有明显的补益气

西兰花
西兰花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

血，增强人体免疫力作用。故中医称其：

海带

矿物质 、维生素 Ｃ 和胡萝卜素等。矿物质
成也很全面，钙、磷、铁、钾、锌、锰等含量

“主补中养神，益气力”。另外，藕含有大量

海带味咸，性寒，是化痰、消炎、平喘、

都很丰富。西兰花可以清炒，也可以当配

排毒、通便的理想排毒食物。海带不仅有

菜。

助于清除体内的积热，还可以对付因出汗
过多出现的体力透支。海带中含有的多种

莴笋

营养物质具有辅助降低血压、降低血液黏
稠度的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大有裨

莴笋清新可口，排毒去火功效好。莴
苣味道清新且略带苦味，可刺激消化酶分

益。

准妈妈班 尧育儿班老师课程表 渊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冤

班 别

的单宁酸，有收缩血管作用，可用来止血。

留瘀，是热病血症的食疗佳品。

红薯
红薯块根中含有蛋白质、油脂、纤维
素、半纤维素、果胶、灰 分 等，还 含 有 丰
富的维生素（胡萝卜素、维生素 Ａ、Ｂ、Ｃ、
Ｅ）。

发现这九个症状要小心了
可能是老年痴呆！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年纪大了，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孕产期、婴幼儿规范化健康教育学校
日 期 星 期

藕还能凉血 、散血，中医认为其止血而不

在熟悉环境下依然会迷路。现在很多走失的

各种疾病也会接踵而至，
老年痴呆就是其中

老年人都属于老年痴呆患者，
他们即使是在

一员。老年痴呆对于老人日常生活影响很

熟悉的环境里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大，
儿女们也很担心老年人患老年痴呆。
不仅老人自己身体容易出问题，照顾起

书写困难

课程内容

主讲人

９ 月２ 日 一渊上午冤 育儿班
９ 月３ 日 二渊上午冤准妈妈班
９月４日 三渊上午冤准妈妈班

儿童早期发展爸爸妈妈怎么做

唐红梅

助力父母袁成功母乳喂养
拉玛泽呼吸减痛分娩训练法

崔小妹

９月５日 四渊上午冤 育儿班
９ 月５ 日 四渊下午冤 产后班
９ 月６ 日 五渊上午冤准妈妈班

如何提高宝宝抵抗力袁听听中医怎么说
产后康复与母乳喂养

周 欢
陈 华

安全分娩之无痛分娩

张引法

在老年痴呆症初期，老人往往会忘记

患者无法按照计划办事，没有能力从

９ 月９ 日 一渊上午冤准妈妈班
９ 月１０ 日 二渊上午冤准妈妈班
９月１１日 三渊上午冤 育儿班
９ 月１２ 日 四渊上午冤准妈妈班

妊娠合并高血压综合征防治

冯 英

甚至数分钟前发生的
日期以及重要的事情，

事较为复杂的工作。对于新事物的学习能 力

孕期营养与体重管理

李雁霞

事都回忆不起来。
患者经常丢三落四，经常

出现下降，无法有效率地学习新事物。学习

宝宝眼健康袁妈妈要上心
为新生命诞生保驾护航－安全分娩指导

周巧云
艾 玲

找不到东西放在哪里，
会反复提问相同的问

新东西的意愿下降，喜欢花更多的时间去做

题或者反复说相同的事情。这是老年痴呆症

曾经做过的事。

孕期运动跟我学

张 玥

早期比较明显的症状之一。

新生儿听力及疾病筛查

李 晶

快乐孕育之孕期心理保健

汤雪娟

９ 月１２ 日 四渊下午冤准妈妈班
９ 月１６ 日 一渊上午冤 育儿班
９ 月１７ 日 二渊上午冤准妈妈班

蔡玉娟

来也比较麻烦。其实，如果比较早发现老年

患者写出来的东西往往词不达意，比

人患上老年痴呆，
能更好地帮助老人缓解病

如写信件表达不出具体清晰的意思。有研究

情。今天我们一起看一下老年痴呆的症状。

认为书写困难与远记忆障碍有一定的关系。

记忆障碍

执行力变弱袁
学习困难

视觉和空间思维能力受损
语言障碍

自然分娩之导乐陪伴
９ 月１８ 日 三渊上午冤准妈妈班
９月１９日 四渊上午冤准妈妈班 产前健康教育－乳房护理和母乳喂养准备
拉玛泽呼吸减痛分娩训练法
９月２３日 一渊上午冤瑜伽室班

顾水琴

患者与人交流时语言能力出现明显下

吴红艳
蔡玉娟

降，词汇使用量下降，无法用正确的词来表

９ 月２４ 日 二渊上午冤准妈妈班
９ 月２４ 日 二渊下午冤 育儿班

婴幼儿呼吸道疾病防治

张解宁

地解释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与别人对话

婴儿智护训练

方春妹

中，
对他人话语中的内容理解能力下降。

９ 月２５ 日 三渊上午冤准妈妈班
９月２６日 四渊上午冤准妈妈班

述自己的意思，经常叫错事物的名字，
过多

时常无
无法读取现实生活中有效的信息，
法判断距离，
可能出现无法分辨颜色的情况。
社交能力下降
老年痴呆症患者其大脑功能下降，自
主思考能力下降，判断能力下降，易出现社

孕妇过敏性疾病的防范

吴秋萍

孕期之旅－－妊娠风险防控

管宇宏

爱牙日让微笑闪耀
新手爸妈训练营

高跃忠
唐红梅

母乳喂养袁科学野坐月子冶

豫不决或频繁出错的情况，早期主要表现

老年痴呆症患者情绪会出现明显的变

沈红丽

为判断能力下降、注意力涣散、无法正确

化。正常人的大脑功能良好，
能根据不同情

理解眼前情况。

境不同事物不同情绪做出不同的表现。
而老

９月２７日 五渊上午冤 育儿班
９ 月２９ 日 日渊上午冤老医院班
９ 月３０ 日 一渊上午冤 产后班

上课时间 院上午 ９：３０耀１０：３０袁下午 ２：３０耀３：３０遥
１援
上课地点院准妈妈班和育儿班在门诊三楼宣教室曰
在勤俭路 ７４７ 号 渊嘉兴二院南侧冤老妇保
野老医院班 冶
院址母子健康中心二楼遥野瑜伽室班冶在综合楼三楼遥
健康教育课程免费听取袁由本院中级以上职
２援
称的高年资医务人员主讲 遥
３援课程内容每月底公布在医院外网上及医院

门诊大厅 尧妇保门诊 尧儿保门诊及产科门诊候诊处 遥
医院网址 院
ｗｗｗ．ｊｘｆｂｙ．ｃｏｍ ， 或关注新浪官方微博 ＠

交困难，
与不熟悉的人无法沟通和交流。
判断能力下降袁
注意力涣散
患者在做判断和决定时容易出现犹

情绪冷漠

年痴呆症患者多情绪冷漠、
面无表情，易情

嘉兴妇保院尧嘉兴妇保院微信袁可查询课程安排 遥
有关课程咨询可直接拨打电话咨询 袁院内 院
４援

定向力障碍

院外院８３６８３７０１遥安排课程原则上不作更动 渊
如
８０３４袁
个别冤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健康教育科

患者记不清自己处于什么时间和季

如果发现老人家出现以上的症状，最

经常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要
节，

争取尽
好第一时间带老人去医院进行诊治，

来这个地方。
疾病早期，部分痴呆患者即使

早治疗控制病情。

绪起伏、多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