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来越接近“隆冬”，热腾腾的火锅似
乎最能勾起大家的食欲。但市民陈洁女士
就因为在周末连吃了两次火锅，嘴唇居然
莫名肿了起来，还开始脱皮。无奈之下到
口腔门诊去治疗，医生说，她这是患上了
“唇炎”。吃火锅容易上火，但究竟怎样吃，
才能将这种“威胁”降到最低？

“吃的次数不要太频繁， 虽然火锅可
以御寒，但一个月吃三到四次就好，经常
吃对牙周、口腔、肠胃都会有伤害。”长沙
新华口腔门诊口腔科的主治医生王伟告
诉记者，因火锅温度过高，更容易引起口
腔溃疡等“火锅病”。

王医生建议，吃火锅时，菜、肉从翻滚
着的锅里夹出后，在碗里冷却到24-25℃
再吃。因为对口腔起保护作用的口腔黏膜
很薄，一般只能承受50℃至60℃。而火锅
汤料一般在100℃以上， 滚烫的时候就入
口，这样很容易烫伤口腔、舌部，损伤口腔
黏膜，进而引发口腔溃疡等疾病。

“冬季唇舌本来比较干燥， 在食材选

择方面，尽量清淡，多吃萝卜、海带、 蘑
菇等清淡类， 不要吃太咸、 过于辛辣刺
激。 多吃含维生素的菜， 这样吃可以减
轻口腔溃疡等口腔疾病的发生。”王伟医
生表示，吃火锅时，最好不要搭配浓度高
的白酒，这样会加重对口腔、肠胃造成刺
激和伤害。

火锅烫菜最好冷了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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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带给人们物质享受的同
时也带来了让人痛苦不已的一种富贵
病———痛风；

几十年来，为了治愈该病，人类想出
了局部封闭、抑酸排酸、溶解痛风结石、
修复人体紊乱的肝肾功能及代谢系统
等各种办法，, 可由于以往科学的局限，
只能单纯止痛活血或单纯溶晶排酸，虽
有一定效果却不甚理想，有的止痛快却
不彻底， 有的毒副作用大伤肝又伤肾；
还有的见效缓慢费钱费时；许多患者只
能年复一年的在手脚巨痛中反复煎敖
……!!!
�������众所周知， 毒蛇自古以来就被当做
治疗风湿及疑难杂症的良药广泛采用；
其中，蝮蛇更是由于其超强的交尾能力
（交尾时间可达 6-24 小时）被医家视为
调理肝肾的最佳蛇药；两千多年前的古
医书《神农本草经》记载：蝮蛇治半身枯
死、手足脏腑间重疾，功效甚奇……；

1984 年，俄国科学家鲁霍夫斯基发
表的论文《蝮蛇与痛风治疗》揭开了人
类利用蝮蛇强大的肝肾调节功能治疗
痛风的序幕；1996 年，法国科学家福雷
史泰尔的论文《蝮蛇治痛风 1600 例》首

次对蝮蛇治疗痛风的效果进行了肯定，
2003 年，北京乐元堂开始在大连旅顺口
蛇岛（我国黑眉蝮蛇主产地）设立生物
研究所， 并与国内外顶尖的骨病专家、
代谢学专家一起合作；2007 年， 在最新
的 CS 基因分离提取技术帮助下， 我国
首个痛风特效生物新品【黄精蝮蛇胶
囊】终于研制开发成功。

【黄精蝮蛇胶囊】是采用高新技术
从蝮蛇、 黄精等几十种动植物中提炼而
成的全新生物制剂， 全面针对痛风病
根，具有调理肝肾、通络活血、养正清酸
等多重功效， 可迅速排酸止痛、 溶解痛
风结石、 修复紊乱的尿酸代谢系统，不
仅速效更加长效； 厂家特别承诺： 买五
赠一， 一盒无效， 全额退款。 咨询：
0731-82038115��长沙市内免费送货，省
内货到付款，全国邮购

一盒无效 分文不要

---1-3 天排酸止痛、30 天强力溶解痛风结石、2-3 个月
全面恢复正常尿酸代谢功能，痛风从此不再复发

毒蛇入药出奇迹 痛风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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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多云 北风3-4级
气温：2-7℃

后天
晴 北风
气温：2-8℃

小雨 北风3-4级
气温：3-8℃

今天

本报12月6日讯 根据国家天文台出
版的《中国天文年历》，12月7日9时29分将
迎来今年的大雪节气。记者今天从省气象
台了解到，7-9日我省有一次强降温、降水
及风力加大天气过程，其中湘北部分地区
将出现小雨夹雪，过程降温达8℃～10℃。

今晨长沙、 株洲等66个县市轻雾蔓
延，阴沉的天空下云层加厚，能见度也受
到一定影响， 驾车出行注意开启防雾灯，
减速慢行。不过，好在今天雾气整体浓度
不大，未影响到省内高速公路和机场的正
常运行。

才收拾好的厚外套、帽子、手套、围巾
又要统统派上用场。 昨天开始， 强冷空气

携小雨侵入湘中以北地区，导致当地气温
下滑。昨天全省平均最高气温13.7℃，较前
一天（4日）略有下滑。湘北一带气温更低
一筹， 昨日最高温仅8至9℃上下。冷风沁
雨不断传送着冬天的消息，今晨省内最低
温普遍降至7℃左右， 湘南汝城最低气温
仅3.6℃。

气象专家表示， 虽已到了“大雪”节
气，但近日内，我省除湘北部分地区可能
出现小雨夹雪外，真正的大雪暂时还不会
降临。而“大雪”节气内，冷空气活跃，气温
降低，公众要防寒保暖，“寒从脚下起”，尤
其要加强脚部保暖。

■记者 胡信锋 通讯员 谭萍

“大雪”到，未来三天降温8-10℃
湘北部分地区或出现小雨夹雪

1、儿童、老年人的体质较弱，宜选择钙
质含量较高的滋补浓汤类火锅； 患有慢性
咽炎、胃肠炎、胆囊炎、胰腺炎、皮肤病、痔
疮等疾病的市民不宜选择辣味火锅；

2、孕妇吃火锅应减少次数，偶尔吃也
一定要把肉片烧熟煮透才可食用。 这是因
为羊群中弓形虫的感染率大概是61.4%，孕
妇感染弓形虫病毒， 可通过胎盘传染给胎
儿，影响胎儿脑的发育，严重者还可造成流
产、死胎、脑积水或无脑儿等畸形；

3、吃火锅忌时间太长，时间应控制在1
个半小时以内，不要喝剩余的汤底。忌火候
不当，有人为了鲜嫩，肉半生不熟就下肚，
很不卫生。应待肉完全熟透后再吃，以便杀
死食物中所带的细菌或寄生虫卵。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眭文丽

提醒

吃火锅注意事项

12月6日，长沙蔡锷路，天气寒冷，一对情侣边走边说笑，仿
佛感谢这样的天气，能让人走得更近一点。 记者 武席同 摄“冷”笑话

生活表情

本报12月6日讯 记者
了解到，长沙火车站今日启动
车站提质改造工程建设，工期

为二十天，预计12月底完工。工程实施内容
包括：车站雨廊路面、售票大厅地面、候车
室厕所、车站钟楼等。施工期间，将采取全

封闭施工。
长沙火车站负责人介绍，此次施工是

为改善城市窗口形象，完善长沙火车站硬
件设施服务功能，为2012年春运旅客出行
提供更舒适的环境，根据广铁（集团）公司
安排部署进行的。 ■记者 朱玉文

长沙火车站部分区域20天全封闭施工

交通

北京急救中心
近日表示，冬季雨雪
大雾天气多发，易造

成车祸事故，受伤者可能出现断肢的现象。
若断肢伤者早期急救得当， 可以最大限度
地保留功能，否则可能导致肢体功能丧失，
因此进行合理的现场急救尤为必要。

专家表示，若遇到断肢患者，首先应
及时呼叫急救中心， 请专业人员处理。专
业人员到达前，在救治断肢伤者时必须注

意以下三点： 首先要防止人为加重损伤，
一旦手、足等部位被机器卷入后，应立即
停止机器的运转。在现场，应就地取材，利
用现有的木板、树枝等，将伤肢作适当固
定；其次，要尽量减少伤口受污染，应用清
洁的（最好是消毒过的）纱布或干净的布
类，将伤口尽早包扎起来，以达到伤口隔
离、减少污染的机会；第三，要及时有效
地止血和迅速安全地转运。

■据新华社

雨雪大雾天易发车祸 断肢急救技巧看仔细

生活提示

荷花路、长沙大道明日停水
本报12月6日讯 记者

从长沙市供水有限公司了
解到， 为配合长沙市地铁

施工的建设，该公司将于12月8日23：00至
12月10日7:00进行荷花路改管并网工
作，届时荷花路（万家丽路-东二环）沿线
两厢地区将停水。

此外， 为配合市政管网配套设施建
设，该公司还将于12月8日21：00至12月9
日2:00进行沙湾路改管并网工作，届时长
沙大道（万家丽路-花侯路）沿线两厢地区
将停水，临近地区水压、水量将减小，请用
户做好储水准备。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眭文丽

停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