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健康多吃春笋排毒又助消化

2016 年 3月11日星期五 9Friday, March 11, 2016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运动 & 健康   Sports & Health 

116th St

M
er

id
ia

n 
St

- 465

70

Post Rd

Pe
nn

sy
lv

an
ia

 

US31

I

I

Carm

-

Exit31

Dr.el 

Ke
ys

to
ne

 A
ve

16st St

胡培怡 全科医生

Peggy Hu, MD, PhD
Family Medicine

服务范围：
急、慢性病诊断，治疗，年度
检查。健康儿童体检及免疫注
射，移民体检等

    华人护士，精通中／英文

胡 培 怡 医 生 诊 所

东边 诊所
时间:   每周三和五 8:00-12点
地址：9015 E. 17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29
             
电话：317.355.7700  （中／英）

Carmel  诊所
Carmel Medical Pavilion
(MedCK Building)

时间:   每周一、二和四 8:30-5点
地址：11911 N. Meridian St., Ste 130
            Carmel, IN 46032
            (从Pennsylvania Ave.进去)
电话：317.621.6809 （中／英）
            317.355.7700 （中／英）

Carmel诊所
新增周一
门诊！

開 業 2 0  年  通 國  粵  台  英 語
成人儿童牙科服务；洗牙 补牙 假牙
急诊 根管治疗 牙周病治疗 拔牙
拔智齿 植牙 美白牙齿 隐形矫正等
接受大部份牙科保险，Medicaid 及
Obamacare

身心健康輔導

高秀瑩        執照輔導師
Hsiu-Ying Ransburg, LCSW, LCAC

电话：（317）590-1760
E -Mail: ransburgcounseling@gmail.com
住址：597 Industrial Drive, Suite104, 
           Carmel, Indiana 46032

兒童， 青少年， 成人， 婚姻 ，家庭, 網路輔導
18年臨床經驗， 收醫療保險,  經驗豐富, 專業服務品質

小  头  恐  慌  话  寨  卡 

最近巴西爆发了寨卡热大流行。这
大流行很快就漫延到南美各地，因此漫廷
到美国是早晚的事。由于有报道说患了寨
卡热的孕妇生下的小孩会得小头畸型，因
而导至人心慌慌。甚至有谣言说大人感染
了寨卡病毒后头都会变小。在这看脸的时
代，谁愿意接受自己的孩子有小头畸型
呢？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寨卡热向美国漫
延，已经下达了禁足令，要求美国人尽量
不要去疫区，甚至允许运动员不去参加今
年在巴西举行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这个造成恐慌的寨卡热是什么鬼？

寨卡热
是一种热带
病，由一种
叫寨卡病毒
的虫媒病毒
感染而引起
的。寨卡热
并不是近来
才新出现的
新病种， 早
在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
流行病学者
就发现在非
洲乌干达地
区流行一种
蚊子传染的
热病，并分离出导致这个热病的病毒， 
并以首先分离出病毒的病人居住地寨卡森
林命名这个病毒。从五十年代起，寨卡热
就慢慢地扩散到整个非洲，并在八十年代
蔓延到亚洲特别是东南亚。从本世纪开
始，寨卡热开始跨越太平洋，在肆掠了太
平洋上的岛屿后，在2013年登陆墨西哥，
并侵入到中美洲加勒比沿海各国。2015

年，巴西爆发
了大流行。

引起寨
卡热的寨卡病
毒Zika virus属
于黄病毒家族
Flaviviridae，
与引起老牌热
带病黄热病的
黄病毒是亲
戚，同一个
家族里还有
几位显赫的成
员，包括引起
登革热，日本
脑炎，西尼罗 

河病的诸病毒。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通过蚊子传播。

传播寨卡病毒的蚊子主要是埃及斑
蚊Aedes aegypti。这种蚊子一般在白天出
来咬人。蚊子叮了病人带病毒的血后，
再叮健康人，就把疾病传开去。现在还
不清楚寨卡病毒在蚊子体内能存活多
久，一般估计不会超过两周。最近有报
道寨卡病毒可以通过病人的性行为从精
液传播，并得到了证实。

感染了寨卡病毒后并不是人人都会
有症状，只有20%感染者会有症状，80%
感染者是无症状带毒者，这些无症状带
毒者可能是很重要的感染源。

寨卡病毒感染后有一周的潜返期，
然后出现症状。主要症状是发烧，皮
疹，关节痛，红眼，肌肉痛，跟很多热
病相似。大多数病人的症状其实并不
重，如果是原来健康的成年人，症状几
天到一周就会过去。但是在发病的这几
天，病人会是活跃的传染源。如果病人

是小孩子或年老体弱者，会引起各种并
发症。不过不管是哪种病人，如果不是
胎儿，都不会导致小头畸形。有报道说
有的成年患者出现格林巴利综合症，这
是一种急性多发性神经炎，会导致瘫痪
或呼吸衰竭。这是重症，但仅有几例报
道。

如果病人是孕妇，她的胎儿有感染
寨卡病毒的危险。但是，并不是所有受
感染的胎儿都会发生小头畸形。小头畸
形的发生率还是不清楚，病毒如何影响
胎儿神经系统发育的机理也不清楚。现
在的预防措施是尽量避免孕妇有接触寨
卡病毒的机会，不管在妊娠的哪一期。
不过从神经发育过程来说，妊娠早期感
染造成小头畸形和痴呆的几率较大。除
了小头畸形外，孕妇感染寨卡病毒还会
导致流产，胎盘缺血，婴儿大脑发育异
常，脑室钙化等情况，因此孕妇预防寨
卡感染非常重要。

目前在治疗方面还没有特效药。疫
苗还没有出来，没有特异的抗病毒药，

治疗主要是对症治疗。包括退热药，止
痛药，多喝水，多休息。退热不要用阿
司匹林。好在这个病大部分有自限性，
病毒在体内两到三周就会消失。病人产
生对寨卡病毒的抗体，终生免疫。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 呼吁美国人
近期不要到疫区旅行，这些疫区包括南
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加勒比海诸国。
东南亚，非洲，太平洋诸岛。另外，呼
吁流行区加强灭蚊。个人防护方面，使
用防蚊设施，包括蚊帐，长袖衣服，避
蚊剂等。女性如果到了疫区，尽量不要
怀孕。男性从疫区回来，两周内不要有
没保护的性行为。如果从疫区旅行回来
两周内出现发烧，皮疹，肌肉关节痛，
眼结膜炎等症状，赶快通知你的家庭医
生，通过家庭医生取得CDC指定的特殊
血清检测，以确定是否染上了寨卡热。

总之，尽管目前还没有疫苗和特异
抗病毒药，但是如果你知道如何保护自
己，寨卡病毒并不可怕。也是可以预防
的。不管怎样，你的头不会缩小啦。

文： 李志雄

小頭畸形與正常比例圖

      笋，大家都吃过，而且种类不
同，价值也是不一样的，笋的种类有
很多，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春天
的时候肯定是要吃春笋的哦，它的营
养价值很丰富的，而且还很有利于健
康，大家平时的时候都吃这样的食物
吗，下面我们来看看它的好处。

      春笋的营养价值在于：它含有大
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微量元素、氨
基酸等等，因为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有清除体内垃圾的作用，而且还
可以有抵抗癌症的作用，经常食用的
话对健康是有好处的，而且吃法也有
很多的哦。

      春笋含有植物蛋白、脂肪、糖类
等丰富的营养素以外，还含有钙质和
多种的维生素，和各种的氨基酸，最
有价值的就是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可
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吸附脂肪，可以
起到消化和排泄的作用，而且还可以
有刮油的作用，适合各种人群食用。

       春笋含有丰富的多种氨基酸、维
生素、无机盐等，具有滋补强壮有益

气补脑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有安神
健体的功效和作用，是很健康的一种
食材，除了这些以外，春笋中还含有
特殊的清香，可以有开胃促消化的作
用，可以增进食欲的同时，可以缓解
消化不良引起的不适的感觉。

      竹笋甘寒通利，其所含有的植物
纤维可以增加肠道水分的贮留量，可
以降低肠内的压力，也可以减少粪便
的粘稠度，可以帮助粪便排出体外，
从而可以有缓解便秘和肠癌的作用，
可以经常食用，没有副作用。

 [转载需保留出处 - 苹果绿养生
网] 春季健康多吃春笋排毒又助消
化：http://www.pingguolv.com/sl/
yingyang/298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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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guolv.com/sl/yingyang/2980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