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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腹痛不少是结石在闹腾
立夏过后，
天慢慢热了，
腰
痛腹痛的人也多起来，这其中
不少是结石在闹腾。浙江省人
民医院泌尿外科执行主任何翔
近日对近 5000 例泌尿结石病
例进行了分析，在认识和预防
泌尿结石方面给了不少建议。

合并感染，引起泌尿系感染。
混合类的结石还和生活水平有
关系，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女性，
发生泌尿系结石得不到及时的
诊治，
更容易出现混合类结石。
男性比女性好发结石

结论 2：男患者多于女患
者，
二者的比例约为 2∶1。
结论 1：尿酸类、磷酸钙类
何翔解读：
一般认为，
男性
结石近些年增长最快，草酸钙 比女性泌尿系结石发病率高的
类结石连续多年排首位。
原因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1.男
何翔解读：随着生活水平 女尿路解剖结构不同：男性尿
的提高，
肉制品、
海鲜类食品的 道细又长，此外男性成年后前
易发生梗阻；
2.男女
流行、
喝啤酒的增加，
尿酸类的 列腺增生，
结石逐年增高。此外，混合类 两性的生活饮食习惯以及工作
结石发病率远高于单一成分的 环境有差异：吃太多动物蛋白
结石，其发病率比例约为 3∶1 质可导致尿液中钙和尿酸含量
枸橼酸盐则相应减少。3.
至 4∶1，
混合类的结石主要构成 增加，
为草酸钙与磷灰石成分，最主 雄激素有增加草酸形成的作
要是因为结石作为感染源，易 用，而雌激素能够增加尿液中
海鲜啤酒让尿酸类结石多发

晚上散步别贪多
很多老年人常选在晚
饭后、睡觉前散步。他们
有的快步走，有的遛弯，常
常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
但从中医角度看，老年人
不宜将主要的锻炼时间放
在晚上，而且时长应控制
在半小时以内，
以免伤气。
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
指出，睡觉前两小时不宜
外出散步，以免影响睡眠
质量。最好将晚上散步时
间提前到睡前 3 小时。比
如打算 22:00 睡觉，
可以在
19:00 前外出散步，不仅有
助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
还可以舒缓情绪。如果室
外风大，或气温较低，可以
改在室内。
另外，晚上散步动作
要舒缓。边 走 边 拍 打 身
体或按摩腹部的方式更
适宜晨起锻炼的老年
人 ，如 果 是 餐 后 散 步 ，被
拍打的器官会受到刺激，
使 人 体 过 于 兴 奋 ，不 利
晚上睡眠。
（河 南 省中医
药协会养生保健分会副
会长 吕沛宛）

枸橼酸的排泄。同时，雌激素
还可以抑制甲状旁腺激素的活
性，
降低血钙和尿钙的浓度。

状要及时就医。
肾结晶无需治疗

近 年 来 ，体 检 报 告 单 上
“肾结晶”频频出现，但大部分
结论 3：结石排名前五的 人无需治疗，
定期复查就行。
症状分别是腰痛、腹痛、血尿、
结石的预防很关键，如果
尿急尿频尿痛、
恶心呕吐。
泌尿系结石术后患者不注意预
何翔解读：结石主要表现 防 ，结 石 的 复 发 率 会 高 达
而采取预防措施后，
结石
为突发的剧烈的腰疼、
腹疼，
有 50%；
时伴有尿频、血尿、恶心、呕吐 的复发率可降至 10%至 15%。
何翔提醒，患有结石病的
等，一般是急症入院，彩超、尿
常规检查后多数可确诊，必要 患者最好别吃含胆固醇高的动
时做 CT 检查。大多数人认为 物肝脏、肾脏、脑、海虾、蛤蟹
结石的危害是疼痛，其实不一 等。其次少食含草酸、钙高的
定，
结石的危害是造成肾积水， 食品，如菠菜、油菜、海带、核
进而进一步损害肾功能，最终 桃、
甜菜、
巧克力、
代乳粉、
芝麻
甚至造成肾功能衰竭、
尿毒症； 酱、腌带鱼等。同时最好不要
部分结石长时间未排出，刺激 喝酒、浓茶、浓咖啡等。总之，
肾盂输尿管粘膜，
会诱发癌变， 天热了，多饮水、别憋尿，适当
鳞癌较常见。因此出现以上症 运动。
（摘编自《钱江晚报》
）
发病症状最多的是腰痛

骨折躺三天，
竟然躺出肺病
浙江建德 62 岁的梁先生
近日因骨折入院，卧床休息 3
天后，他下肢深静脉出现了血
栓。更糟糕的是，血栓已经随
着血液循环进入了肺部。
下肢深静脉栓塞最终导
致肺部栓塞，是股骨折患者很
容易出现的情况，发病的概率
约在 30%-50%。这个毛病不
会出现其他身体不适，最明显
的症状就是腿肿。如果两条腿
都肿，那也可能是全身性的问
题。如果只有受伤的那条腿肿

这肺栓塞差点要了你的命，
它全因久坐不动引起。

胀，而且位置不局限于骨折部
位，
而是整条腿都肿，
那下肢深
静脉栓塞的可能性就很大。
以前这种情况没有受到
足够重视，患者如果在骨折后
因为肺栓塞死亡，家属往往接

受不了，觉得病人只是骨折而
已，
为什么最后丧命？所以，
目
前医院对这类下肢深静脉栓塞
高危的病人，
都会做风险评估。
如果已形成血栓，就得用
药物、
滤器等方式治疗，
且患者
要减少腿部活动，以免更多下
肢深静脉的血栓转移到肺部；
如果还没有形成血栓，骨折患
者就要多动，
多做腕关节屈伸、
下肢抬高等动作，同时用弹力
袜等做好预防。
（杭州市中医院
外一科主任、
主任医师 李晔）

70 岁后也需要降血脂
不少老年人对高血压、高
血糖很重视，对高血脂却不以
为然，
甚至认为 70 岁以后不要
降血脂……事实果真如此吗？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0 岁
以上老年人高血脂症（高胆固
醇血症和高甘油三酯血症）的
总检出率为男性 13.8%、女性
23.5%。高血脂的最大危害是
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诱发致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60

岁以后的老年人，常合并高血
压、血糖异常、高尿酸血症等，
若同时合并高血脂症，肯定会
影响心血管的健康。
不过，老年人降脂确实存
在特殊要求。对于胆固醇、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指标，
不能仅看是否超过检验单的参
考值范围，而要根据既往的冠
心病、脑卒中、糖尿病、吸烟等
情况进行危险分层，由医生确

定是否需要启动调血脂治疗。
其次，治疗后血脂需降到
何种程度，实际上还取决于老
年人的基础疾病及危险分层。
比如，同样是血脂异常老年患
者，如果伴有心梗、脑梗，治疗
的要求就要更严格一点；如果
既往身体健康，
仅血脂异常，
那
对胆固醇水平降低的要求就没
有那么严格。
（广东省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黎励文）

八类人群
要重视结肠镜检查
浙江绍兴 62 岁的朱先
生近日上腹胀痛久治不愈，
在各种检查后才发现是因
为肠子里长了“葡萄”。这
些葡萄其实就是肠息肉，
如
果不及时摘除，
则有很大的
几率会发生癌变。
有近 80%的大肠癌是
由肠息肉转变而来，而高
危性肠息肉完全可以通过
肠镜检查早期发现并切
除。八类人群宜早做筛
查：1.40 岁以上人群；2.有
痔疮和长期便血；
3.直系亲
属有结直肠癌病史；4.有
慢性腹泻，持续超过 3 个
月；5.经常发生便秘、黑血
便和黏液便；6.有慢性阑
尾炎、胆囊炎或已切除阑
尾和胆囊者；7.长期精神
抑郁、近三个月体重明显
下降的人；
8.肥胖者患肠癌
的风险高于体重正常者。
肠息肉无论大小都应切
除。
（杭师大附院消化内科
主任医师 李丽）

被雷劈急救有方法
近期，全国多地进入
雷雨季节，
经常出现雷雨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万一遭
遇雷击，
应该怎么应对？
如果伤者遭受雷击后
衣服着火，应让其马上躺
下，使火焰不致烧伤面部，
并往伤者身上泼水，
或用厚
外衣、
毯子等把伤者裹住隔
绝空气，
以扑灭火焰。
如果伤者神志清醒，
呼吸心跳均正常，应让其
就地平卧，严密观察，暂时
不要站立或走动。如果遇
到一群人被闪电击中，先
抢救那些已无法发出声息
的人。
伤者丧失意识时要立
即叫救护车，
并尝试唤醒伤
者。心搏停止、
呼吸存在者
应立即做胸外心脏按压。
呼吸停止、
心搏存在者要就
地平卧并解松衣扣，
做人工
呼吸，
千万不要随意移动伤
员。
（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
急诊科博士 吴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