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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一级预防每天要喝6瓶以上的水

一级预防可适用于所有
的结石患者。首先，要进行水
化预防，降低尿路结石成分的
过饱和状态。推荐每天液体
摄入量在3L（相当于6瓶矿泉
水）以上，保持每天尿量在
2.0-2.5L以上；而胱氨酸结石
患者应保持每天的尿量在
3000ml以上。

饮水量要分布全天，一次
饮水300ml左右，活动时可略
增加饮水量。此外，结石成分
的排泄多在夜间和清晨出现
高峰，因此，除白天大量饮水

外，睡前、睡眠中起床排尿后
也要饮水300-500ml。

另外，尿结石患者还要注
意控制体重。因为超重是尿
结石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级预防饮食各有宜忌

到了二级预防，需要根据
不同尿结石的不同成分进行
饮食预防。按成分分析，尿结
石又分为含钙结石、尿酸结
石、感染结石、胱氨酸结石。

对于含钙结石患者，首
先，吸收性高钙尿结石患者应
采取低钙饮食；其次，草酸钙
结石患者尽量避免摄入富含

草酸的食物，包括甜菜、菠菜、
苋菜、芹菜、莴苣、竹笋、土豆
及豆制品、巧克力、红茶、可
乐、咖啡、坚果、花生、大黄等，
其中菠菜的草酸含量最高；第
三，每天钠盐的摄入量应少于
2g；第四，减少维生素 C 的摄
入，少吃西红柿、草莓等维生
素 C 含量高的食物；第五，复
发性结石患者每天的蛋白质
摄入量别超 80g，以白肉为
主，少吃红肉。

尿酸结石患者要限制蛋
白质摄入量，多食用新鲜蔬
果，避免过多食用嘌呤丰富的
食物，如动物内脏、家禽皮、蘑
菇、甲壳动物等，五谷类应以
细粮为主，青菜水果可任意食
用，鸡蛋和牛奶可适当摄入，
不宜饮酒。伴有高尿酸症的
草酸钙结石患者，也要避免高
嘌呤饮食，炖汤时间不要超过

2小时。
感染性结石患者在加强

控制感染的同时，应采用低
钙、低磷饮食，并宜食酸性食
物，减少摄入奶制品、加了磷酸
的柠檬汁、可乐等。低磷食物
主要包括藕粉、粉条、白菜、卷
心菜、蛋清、芹菜、西红柿等。

胱氨酸结石患者可多食
柑橘或果汁，使尿呈中性或偏
碱性。最好以素食为主，避免
摄入大量高甲硫氨酸饮食，如
蛋、鱼、肉、禽等。

三级预防 遵医嘱进行药物预防

至于尿结石患者的三级
预防，主要是咨询医生进行药
物预防，主要通过药物调节尿
PH、血尿酸、尿中枸橼酸盐等
浓度及利尿、抗菌等，具体用
药遵医嘱即可。（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五医院泌尿外科 李逊）

预防尿结石有个三级方案
甘肃兰州63岁的李先生由于平日爱好打麻将，为了少

上厕所，他都很少喝水。前几天，李先生小便时感觉有些疼
痛，而且小便颜色发红，他赶紧去了医院。一查，有严重的尿
结石。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常见病，喝水少、饮食习惯不
良等是主因。预防尿结石，有个三级方案。

好莱坞著名影星、《金刚
狼》系列男主角休·杰克曼的皮
肤癌再次复发，引发强烈关
注。休·杰克曼得的是基底细
胞癌，是皮肤癌的一种，属于口
腔颌面部肿瘤，过度日晒是其
发病的主要原因，所以防晒不
是女性的专利，建议经常在户
外工作的男性也要注意防
晒。此外，不少人以为口腔科
就是看牙齿的，其实以下这些
情况都是口腔颌面部的范畴，
都应到口腔科就诊。

腮腺肿瘤 常见于中年
人，一般会在面部双侧耳前及
耳垂有一个花生豆大小的包
块，初期没有不适，但包块会逐

渐长大。如果包块突然增长，
移动性减少甚至固定，出现疼
痛或同侧面瘫等，及时就医。

颌下腺肿瘤 常见于中年
人，临床表现都是在颌下三角
区出现肿块。当生长较快，肿
块较硬时，可能为恶性。

舌癌 男性比女性多发。

病变多数和尖锐的虫牙残冠
或是边缘粗糙的假牙长期相摩
擦有关。早期不疼痛，以后逐
渐出现疼痛。病变早期周围可
出现硬结，且生长较快。

唇癌 男性多于女性，高
发年龄为 50-70 岁。下唇比
上唇受累几乎多10倍，下唇癌
病人最重要的一个症状就是

“水疱”，有反复结痂的情况，最
后变成一个表浅的出血溃疡。

面部皮肤癌 多发于男性
老年人，好发于头、颌面部等暴
露部位。早期出现暗褐色的
小结节，并逐渐长大，中间出现
溃疡。（解放军 81医院口腔科
主任医师 刘向辉）

脸上有些疾病要看口腔科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注
意纠正孩子们的站立和坐姿，
其实正确的姿势对于老人同样
重要。不正确的站姿、坐姿，易
导致腰椎间盘突出、脊柱侧弯
等问题，从而引发骨痛。

正确的站立姿势：腰背部
要平直，两腿直立或双膝微
弯，两足分开与肩齐宽，使重
力落在双髋关节和双足上。

长时间站立时要及时调整姿
势，如可在地面放一矮脚凳，
双脚轮流置于凳上休息。

正确的坐姿：椅子选择带
靠背的，上身挺直，上腰椎与
靠背椅贴近，腰后最好有靠垫
支持，保持腰椎生理性前凸；
双下肢并拢，调整坐椅高度，
使膝关节能自由屈伸。椅子
坐板宽度以能托住双侧大腿

为宜。自坐位起立时，应先将
上身前倾，两足向后，使上身
力量分布在两足，然后起立。

正确的抬物姿势：尽量降
低重心，运用节力原则。即抬
举重物时，先蹲下，所抬的重
物要靠近腰部再抬起。切不
可弯腰直接抬起重物。（南方医
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医学
科主任、主任中医师 刘刚）

远离骨痛，老人也要坐有坐相

一个塑料瓶
搞定膝盖痛

膝关节是人体承重最
多的关节，很多人上下楼
梯时膝关节肿痛，逐渐长
出骨刺，磨坏软骨，导致膝
关节提前退休。可以借助
塑料瓶，强壮膝关节。

准备好一个矿泉水瓶
（空的）。把两脚打开 1 个
拳头的宽度，再用膝盖夹
住矿泉水瓶（可适量加入
热水）把脚抬起一点，保持
2 分钟。这个小动作可以
锻炼膝盖周围的肌肉，锻
炼的时候，气血供应上来，
就会把一些风寒、寒气去
除，治疗膝关节疼痛。

做完上述动作后，把
双手搓热，然后按揉膝关
节，由内向外按揉。经常
搓膝关节可以促进血液
循环，有效治疗膝关节的
疼痛。

也可以用双手拍打犊
鼻穴。犊鼻穴的位置：屈
膝，在膝部髌骨和髌韧带
外侧的凹陷中。每天拍打
犊鼻穴，可以促进血液循
环，改善膝关节供血，治疗
膝关节疼痛。（国际中医针
灸师 迷罗）

咳嗽时手捂口鼻？
其实不科学

气温变化大，不少人
咳嗽流鼻涕，所以有人疑
惑，今年流感是否特别凶
猛？从3月开始，今年的流
感曲线确实有抬头之感，
但流感监测也尚在3.5%的
基线以下，所以大家不用
恐慌。

预防流感最关键的还
是保持环境通风，尤其是
集体场所比如学校班级、
办 公 室 、养 老 院 活 动 室
等。需要强调的是，以往
教导大人孩子“咳嗽、打喷
嚏时要手捂口鼻”，以免病
毒 四 散 传 播 ，这 是 错 误
的。因为手捂的结果，就
是病毒全跑到手上了，然
后孩子四处摸，大人也往
往不洗手继续工作、握手
等社会交际，等于手部做
了传播中介。正确的做法
应当是用纸巾或者抬手用
肘关节处的衣服捂口鼻，
之后丢弃纸巾到有盖垃圾
桶，衣服的纤维也有助于
锁住病毒不四散。（广东省
疾控中心首席专家、传染
病预防控制所长 何剑峰）

休·杰克曼在《金刚狼》里的剧照。

老花镜申领专线：400-715-2010

来电即可领取！老年人专用老花镜！
中老年人专用老花镜，申领活动全面开启

眼干眼涩、眼疲劳！红肿怕光、视物模糊！酸胀多泪、有重影！看报纸越来越远，
看手机、看照片越来越模糊！

46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您都需要一副好的老花镜！
老花眼的惊人真相：在中国，46 岁以上的中老年
人，老花率达到92%！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老人需要
佩戴老花镜！但绝大多数中老年人忽视眼镜保护！

爱护眼镜，从现在做起！ 我中心特此举办，“关爱老
人，老花镜申领”活动！来电即可领取老花镜一副！
缓解眼部疲劳，增强眼部调节力！

看材质：合金镜框，胶套镜腿，圆润持久不
变形，不勒脸！

看镜片：高档树脂镜片，通透清亮，高端大
气上档次！

看样式：硅胶鼻托，适应老年人脸型，男女
皆可佩戴，轻便舒服不疲劳！

保护眼镜，从老花镜开始！
46岁以上中老年人新福利！即日起，拨打400-715-2010领取热线，即可马上领取“老年人

专用老花镜”一副，另外附送精美礼一份，因名额有限，46岁以上人员优先申领，不得重复领取。

陕西国仁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腿痒乱抓
小心抓出老烂腿

家住南京城东的瞿师
傅一直患有静脉曲张，而
且有高血脂，但是这两种
病都不是很严重，也没有
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3 月初的时候他觉得皮肤
有点干燥瘙痒，于是忍不
住多抓了几下，由于使的
劲儿比较大，抓破了皮肤，
没想到起初不在意的地方
竟然渐渐变成了褐色，到
医院就诊才知道是患上了

“老烂腿”。
春暖花开的时候，细

菌、病菌等也开始苏醒活
跃，很多静脉曲张患者就是
在春季天气变暖的时候不
注意预防，因为伤口感染诱
发了“老烂腿”。因此，建议
静脉曲张患者，尤其是糖尿
病、高血脂合并静脉曲张的
患者，要注意患处的保护，
如果有伤口感染不可大意，
应尽早就诊。（南京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脉管病科副主
任中医师 赵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