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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前不久，我到河北省讲学。在高
铁上，一位邻座的乘客让我心里犯了
难。这位男士身形肥胖，目测体重超
过 100 公斤，落座后不一会就呼呼大
睡，鼾声震天。作为一名多年从事睡
眠呼吸病学的临床医生，看到身边有
疑似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不
闻不问，心里过意不去。可如果冒昧
叫醒他，可能人家会说你多管闲事。
我内心纠结了几分钟，最终还是选择
推醒了这位男士。他告诉我，自己睡
眠质量一直不太好，还有高血压、高血
脂。我建议他到医院查一查是否患有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典型的症
状是打鼾，大家对此不陌生，但对其危
害知之甚少，甚至误认为打鼾是睡得
香的表现。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高危人群
有肥胖、颈粗短、小颌畸形、下颌后缩等
体态特征。患者临床表现为睡眠中存
在中度以上打鼾、鼾声不规则，呼吸暂
停，夜尿增多，尿床，白天嗜睡，乏力，晨
起头痛、咽干。病史、体征和整夜多导
睡眠图监测结果是目前诊断该病的标
准。治疗上，持续正压通气呼吸机使用
广泛，特别有利于中重度患者。（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教授 何权瀛）

莫把打鼾不当病

“大姑子、小叔子和侄子
三个人轮流住进了江苏省人民
医院。好在有惊无险！”家住南
京的杨女士在朋友圈发了一条
信息，亲友纷纷询问她，发生了
什么事？杨女士无奈地说道，
家中 3 人突发急性心肌梗死，
同时都伴有高脂血症症状，而
丈夫也在最近三年做了两次心
梗手术抢救。

三年两次突发急性心梗

据兄妹中排行老四的陈宁
（化名）的爱人杨女士说，2014
年到2017年期间，丈夫曾两次
因突发严重急性心梗住进江苏
省人医心内科接受抢救。

第一次是 2014 年 9 月，
当时陈宁参加同学聚会时喝
了一点酒，就感觉心脏不适，
且大汗淋漓。首诊的贾恩志

主任医师判断他患有急性心
梗，需立刻手术。就在办住院
的过程中，陈宁突然瘫倒在
地，医院为其紧急手术，安装
了支架。

2017 年 10 月份，陈宁喝
了一点酒后与人发生了口角，
回家后喝水时突然呛到，心脏
很不舒服，连硝酸甘油也吐了
出来，在医院再次被诊断为急
性心梗。之后的几分钟内，陈
宁大小便失禁，心跳也没了，直

接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兄妹4人都有心肌梗死

陈宁共有 5 兄妹，探病时
兄妹们又谈论起8年前陈宁的
二哥也曾因急性心梗植入支架
救了一命。想到兄弟二人都是
因为心梗住院，其他兄妹们不
免也有些担心。为防患未然，
陈宁的大姐和五弟接受检查，
竟也查出心肌梗死，在医生建
议下都接受了支架手术。此
外，陈宁大哥的儿子，也就是陈
宁的侄子也出现头晕症状，出
于担心，也接受了检查，结果发
现血脂、血压均高于正常值，进
行了住院治疗。

不良生活习惯是罪魁祸首

“他们姐弟受父辈饮食习
惯影响很大，无肉不欢，不喜欢

吃蔬菜。同时兄弟几个都喜欢
饮酒，常常一喝就是半斤或一
斤。”杨女士说，姐弟五人也都
不爱运动，除老四会定期体检
外，其余几人鲜少体检。

“这一家人存在一定的遗
传倾向，但心血管病与日常
的生活习惯更加密切相关，
可以通过控制饮食、运动等
外因进行预防。”贾恩志提醒：
心血管慢性病可防可治，自主
能动性很强，要加强自我健康
管理：饮食上少油少盐，不要
过饱；健康人群应加强锻炼，
慢性病患者可选择散步、打
太极拳等较温和的运动；一
定要戒烟限酒。一旦出现急
性 心 肌 梗 死 临 床 表 现 如 胸
闷、胸痛、大汗淋漓等症状，
要迅速将患者送往附近医院
救治。（摘编自《南京晨报》）

生活习惯不好，一家4人先后心梗

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老年人
双腿弯曲，有的甚至需要依靠拐
杖等才能正常行走，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O形腿。很多人觉得O
形腿是老年人骨头老化造成的，
不算大问题，其实这是个误区。

O 形腿多由骨关节炎引
起 造成老年人O形腿的最主
要原因是骨关节炎，也就是膝
关节内侧的软骨磨损变薄，内
侧关节间隙变窄而外侧间隙变
宽，两侧关节间隙不一样宽导
致腿变弯。老年人O形腿除了
腿形有所改变，主要症状是膝
关节内侧疼痛。如果长期得不

到矫正，疼痛不仅会影响走路，
还影响下蹲和美观。

尽可能减少下蹲站起 老
年人O形腿早期站立位表现为
罗圈腿，而平卧位时腿可以伸
直。所以，一般建议负重正侧
位拍片子，以便医生发现问题。

一般情况下，如果患者不
是特别疼，对日常生活影响不
大，可保守治疗，在医生的指导
下吃消炎药、镇痛药或贴膏药
即可。但如疼得厉害，影响日
常生活，就可以考虑置换人工
关节了。但人工关节置换也有
指征和年龄限制（适合年龄在

六十岁以上者），患者需先拍X
光片，看关节间隙还有没有，如
果关节间隙完全没有了，就需
要置换人工关节了。另外，建
议O形腿患者平时尽可能减少
上下楼梯、爬山、下蹲站起等，
可选择走平路或游泳。

三类人更容易变成 O 形
腿 有三种人更容易变成O形
腿：1.内八字走路的人。2.肥
胖者。3.运动过量。很多老年
人运动过量，每天走一两万步，
走得太多，关节磨损严重，也容
易变成O形腿。（河南省中医院
骨科主任医师 郭会卿）

膝骨关节炎可导致O形腿

浙江杭州的吴先生患有腰
椎间盘突出 7 年，严重影响了
生活，吴先生平日喜欢戴腰围
减轻疼痛，疼痛加重时甚至会
24小时佩戴。近半年来，吴先
生发现不但疼痛未缓解，反而
腰肌萎缩明显，这才赶到医院
求助。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佩
戴腰围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
腰围的佩戴有讲究。

1.腰围的规格要与自身腰
的长度、周径相适应，其上缘须
达肋下缘，下缘至臀裂。不用过
窄、过紧的腰围。一般可先试戴

半小时，以不产生不适感为宜。
2.佩戴腰围可根据病情掌

握时间，在腰部症状较重时，不
要随时取下，病情轻的患者，可
在出外时，特别是要较长时间
站立或一个姿势坐着时戴上腰
围，在睡眠及休息时再取下。
在症状逐渐消退、体征逐渐变
为阴性后，应及时去掉腰围，开
始逐渐恢复腰的正常活动。

3.腰围仅限制了屈曲等方
面的活动，而不能减少重力，所
以戴上腰围仍要注意避免腰部
过度活动，一般以完成日常生

活、工作为度。对于手术后、严
重腰椎骨折、脱位等患者，腰部
活动要按医嘱进行，解除腰围
也应经医生同意。

4.使用腰围期间，应在医
生指导下，逐渐增加腰背肌锻
炼，以防止和减轻腰肌的萎缩。

5.佩戴腰围一般为4-6周，
最长不应超过3个月。不能长
时间佩戴，以免使肌肉和关节活
动降低，继发肌肉的废用性萎
缩，腰椎各关节不同程度的强
直，导致活动度降低。（浙江医
院骨科七病区护士长 黄小琴）

腰椎病连续戴腰围不宜超3个月

有效步数
要看运动心率

健步走的有效步数要
看运动心率。计步器把每
天闲散的步子也计入在内，
参考意义不大。真正有效
的步数，应当来自有效运
动，要达到中等强度以上。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就
是运动心率：健康且体质较
好 的 ，心 跳 可 以 控 制 在
120-180次/每分钟；中老年
或慢病人群，心跳大致控制
在（170减去年龄）-（180减
去年龄）次/每分钟。心率可
以简单地通过摸一分钟脉
搏来测，也可以佩戴心率
带，使用手环、智能手表等
设备。（摘编自《北京晨报》）

跷二郎腿危害大
经常长时间跷二郎腿

会增加多种健康隐患：1.导
致膝关节疼痛。尤其是原
本有关节疼痛的患者，更要
避免弯曲、扭转关节。2.损
伤腰背肌肉和脊椎。3.加
重静脉曲张。特别是已有
下肢静脉曲张的患者跷二
郎腿，易造成症状加重。4.
压迫下肢神经，造成肢体麻
木，甚至导致神经受损。

跷二郎腿的时间最好
不超过 15 分钟，注意两腿
交替。坐着时腰部最好靠
着椅背，减少腰椎压力；要
根据身高、腿长调节椅子的
高度，以端坐时大腿与小腿
呈 90 度角，让双腿处于放
松状态；每坐1小时就应起
身活动。（长沙市第三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刘堂友）

平地卷腹减肚腩
平地卷腹是最普遍的

腹部运动的一种，主要锻
炼腹直肌。经常练习，对
减小大肚腩的效果明显。
训练方法：1.平躺于地上，
双膝弯曲90°，脚平放在地
面上。2.双手交叉于胸前
或置于两耳旁，沉肩收腹，
下颚微收，上至肩胛骨离
开地面，腰部固定，下至肩
胛骨平贴地面，向上呼气，
向下吸气，一上一下为一
个。3.一组15到25个，每
组做完的休息时间为20秒
到 30 秒，一周训练四次以
上。（广东省第二中医院脊
柱养生专家 范德辉）

落枕试用热敷法
很多人都有过落枕的

经历，早上起来发现脖子酸
软动弹不得。落枕让人很
难受，快速治疗落枕可以采
取热敷法。

取 300-500 毫 升 米
醋，将一块棉纱布浸泡在米
醋中，然后将此棉纱布平敷
在颈部肌肉的疼痛处，再将
一个装满热水的热水袋放
在浸有米醋的棉纱布上进
行热敷，持续热敷 20-30
分钟。热水的温度不宜过
高或过低，必要时可更换热
水袋中的热水以保持温
度。在进行热敷的同时，患
者可不断活动颈部以加强
疗效，活动的范围应由小至
大。（摘编自《体坛报》）

患银屑病需勤洗澡
银屑病患者平时要注

意生活细节：
1.勤洗澡，并且最好用

温水，切忌使用碱性沐浴
液。2.洗完澡要涂保湿霜等
护肤品。3.对于中老年患
者，早上采用“果浆+稀饭”
食 谱 对 控 制 病 情 十 分 有
利。皮损面积不超过3个巴
掌的话，不用服药。4.烦躁
或压力大时，听音乐放松也
非常重要。（复旦大学皮肤
病研究所所长 张学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