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恶性肿瘤患者
营养不良发生率高达30%～40%，其中消
化系统肿瘤患者则高达40%～80%，约
20%的患者直接死于营养不良。因此，肿
瘤患者的家庭营养和营养治疗在患者整个
抗肿瘤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肿瘤科专家介绍，对于手术患者
来说，营养治疗可以促进切口愈合，降低术
后感染等并发症，从而使患者提早下床活
动。对于化疗患者来说，可以减轻化疗不
良反应，如恶心、呕吐、腹泻、便秘等，也会
降低骨髓抑制、血细胞减少的发生率，减少
化疗后出现严重感染的几率。而对于放疗
患者，营养支持会减轻放射性黏膜炎的发
生率。

一般来说，肿瘤患者热卡一般以25—
30kcal/kg/d提供，其中蛋白质目标需要
量为1—2/kg/d，但不同肿瘤类型和接受
不同干预手段的患者其所需的能量也不尽
相同，此外也要考虑患者的一般情况，如果
一般情况良好，控制能量摄入为 25—
30kcal/kg/d，但一般状态较差，即可适
当减少能量摄入，控制在20—25kcal/
kg/d。营养比例上，一般碳水化合物比例
控制在45%左右，食物脂肪所占比例控制
在 35%左右，蛋白质所占比例控制在
20%左右。想要做到精细管理，就要学会
看食物营养成分表，或者了解常见食物的
能量比例。目前市面上一些手机应用软件

有分析营养成分、计算热卡等功能，如薄
荷、My fitness pal等，可以适当了解，
做到心中有数。

肿瘤患者应多食用蛋白质丰富的食
物，并获取充足的微量元素。选择食物时，
应注意膳食均衡，遵守食物多样性的原
则。有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第一，选择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蛋白质
是构成人体的重要成分，有利于增加参与
机体免疫反应的各种酶、免疫球蛋白、补体
的含量和活性。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有
奶类、蛋类、鱼类、豆制品类等。

第二，维生素C是高效抗氧化剂，参与
人体内许多重要的生物合成过程。多吃富
含维生素C新鲜蔬菜和水果。

第三、适量选择含有微量元素、脂肪
的食品。微量元素是指身体所需基本金
属元素，如钙、铁、锌等。富含微量元素的
食物有蘑菇、洋葱、小米、玉米、黄豆、扁
豆、萝卜等。

第四、注意烹调方式。避免不易消化
的食物，烧烤、烟熏、腌制食物易产生致癌
物质，因此应尽量减少食用。多食用具有
辅助抗癌作用的食品，如香菇、木耳、紫菜、
豆类。除此之外，由于肿瘤患者消化系统
功能较差，因此应多食用易消化食物。肿
瘤患者应杜绝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注意
饮食卫生。

通讯员 金时代 赵晨卉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肿瘤患者的饮食营养
做好这四点很重要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家
具，是否需要纳税？

郑先生：我准备搬家了，有一些
不用的家具想卖掉，我卖家具需要
缴税吗？

答：不需要，根据法律规定，销
售你自己使用过的物品是免征增值
税的。

被公司无故辞退可以
获得哪些赔偿？

魏先生：我被公司无故辞退了，
我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答：可以向劳动仲裁委申请
仲裁。根据法律规定，如果用人
单位违反法律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经济补
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
偿金。

离婚太冲动，要不要
先冷静一下？

孙女士：听说现在有离婚冷静
期，什么是离婚冷静期？

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婚
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
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
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
登记申请。

买到过期食品怎么办？

周先生：我在超市买的蛋糕过
期了，应该怎么办？

答：可以要求超市赔偿。根据
法律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
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
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消费者
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
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
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
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按一千元
赔偿。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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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吴女士：女儿 11 岁，一次嗑瓜子，上面
大门牙之间嗑出一条缝，尤其是咬合部位
相邻处特别大，就像缺一块似的，请问该怎
么办？还能长齐吗？

南京市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病科副主任
医师陈怀丽：这种被硬物硌到的牙齿损伤，
常常造成牙齿缺损。一般情况下，先观察
1～2周，如果没有出现严重疼痛，就先用
树脂把缺损的牙齿补完整，这样就美观
了。但是，少数情况下，硌伤的力量太大，
牙齿会特别疼，那就需要根管治疗了。还
要注意，一些牙齿被硬物硌伤，没有缺损，
但是一段时间后，会出现牙齿发灰、黄的现
象，这说明牙齿神经有问题，也需要根管治
疗。像这个小朋友的牙齿，最好观察一下，
如果没有疼痛，可以先补起来。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周二、周四专家号。

读者：52 岁，165kg、178cm，现在腿脚
无力，容易抽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江苏省老年病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
属老年医院）骨科主任张鹏：中老年人出现
腿脚无力容易抽筋，考虑可能由以下几种
病因：1.骨质疏松，建议到正规医院进行
骨密度检查；2.如果伴有腰痛和腿脚无
力，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引起，可以通过
腰椎磁共振或者CT检查确诊；3.膝关节
疾患，包括骨关节炎和半月板问题，建议患
者到骨科门诊就诊。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今年，在全国人民齐心努力下，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在此次疫
情中，我们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状况或多或少
都受到一定影响，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我
们该如何进行心理调适来促进心理健康？
看南京脑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马
辉支招。

一、适度关注疫情，提高控制
感和信任感

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通过收集信息来减
少不确定性以提高控制感，但过度关注只会
适得其反。网上夸大或不实的信息传递更
多的是恐慌，让人更加焦虑、更加感到失控，
受到次级伤害。因此也要求我们要学会信
息管理、适可而止，增加对其他感兴趣信息
的关注或增加活动；要理性甄别信息，提高
判断信息真伪的能力，更不要随意传播无法
确定真实性的信息。

二、识别、面对和接纳负面情绪

在疫情影响下，出现负面情绪十分正常
也可能是必要的。例如焦虑、恐惧的情绪可
以使我们提高警惕、避开危险、预防威胁，但
我们应留意和识别负面情绪的失控。

如果我们的抑郁、焦虑、恐惧等负面情
绪持续存在而难以调整，甚至不断加重、泛
化而影响到日常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就
需要重视这些负面情绪可能在向疾病方向
发展，此时我们要直面、接纳而不是否认、忽
视这些负面情绪，并积极寻求专业帮助。

三、接受疫情所致变化，关注
积极方面

疫情不仅影响心理状况，也切实影响了
我们的生活环境。很多人因疫情导致生活
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原本比较固定的工作和

学习方式受影响较大，有人也会因变化而不
适应。

需要知道的是，有的变化本身是中性
的，只是打乱我们原本的习惯而使人感到不
适，要学会发掘和关注变化中的积极方面。
毕竟危机也是机会，我们可借此重新安排生
活，让生活更加丰富、更有意义。

四、积极寻求支援

在疫情的压力下，我们与家人、朋友的
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政府和社会机构也提供
重要保障，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维护心理健
康、保持平衡的重要支援。当我们有负面情
绪或有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时，要积极向他
们寻求帮助。

如果我们心理受到了严重影响，可以向
专业机构寻求心理援助或直接去医院专科
就诊。 通讯员 倪静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生活中，由于心脑血管疾病、骨骼神经
系统疾病而长期居家卧床的老人，糖尿病
并发慢性皮肤创口，手术、放射治疗、输液
外渗等医源性因素导致伤口不愈合等成了
困扰着许多家庭的医疗难题。近日，南京
明基医院开设慢性创面门诊，通过“医、护、
技”一体化专治各种原因引起的慢性难愈
性伤口或创面，如糖尿病足、压疮、严重感
染经久不愈创面等。

慢性难愈性创面是指各种原因导致
的皮肤软组织损伤，经较长时间规范的临
床治疗未能愈合且无明显愈合倾向者。
慢性创面是多种疾病自身发展的常见并
发症。该院开设的慢性创面修复门诊集
“医、护、技”一体化的创面修复专科特色

模式，对以糖尿病足及各种感染性创面、
压力性损伤（压疮、褥疮）、血管性（动脉、
静脉）溃疡、癌性溃疡、放射性溃疡、药物
性皮肤溃疡、结核性溃疡、特殊细菌感染
性创面、痛风石创面，以及各种医源性创
面等各类疑难慢性难愈合创面的患者统
一管理及系统化的治疗，缩短病程，提高
治愈率。

就诊地址：南京明基医院门诊楼一楼
慢性创面修复门诊，预约挂号→门诊楼
D131诊室就诊。

慢性创面修复门诊时间：周一全天、周
三全天 8：30~17：00。

通讯员 李娜 蒋佳佳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明基医院开设创面修复专科特色门诊

疾病与健康

疫情防控常态化，心理调适从这四方面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