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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免费空调染上骨结核
天气热起来了，不少老年
人为了省电费，在家舍不得开
空调，就到一些公共场所蹭免
费空调。实际上，密闭的公共
场所人群密集，
空气不流通，
是
病菌滋生和传播的
“温床”
。
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骨
科接诊了一位 73 岁的陈女士，
就是因为去年夏天几乎每天都
八月、
在老年活动中心蹭空调，夏天 门了才回家。整个七月、
几乎每天都在那里。
结束时，
她的双腿瘫痪，
被查出 九月，
“老年活动中心每天都开
腰椎部位骨结核。
空调，
不过门窗密闭，
空气不流通，
蹭了一个夏天空调染上骨结核
每天有十多位老人在里面聊天看
当时我也劝过
陈女士患有风湿性心脏 电视。这样的环境，
别舍不得这点电
病，
四年前突发大面积脑梗，
虽 我妈尽量少去，
但她不听。没想到，
到了十月
保住了性命，
但此后不会说话， 费，
我妈突然就不会走路了，
连
走路只能拄拐。去年夏天最热 份，
”
项女士说，
一开
的那几个月，她和老伴在家舍 腰都直不起来。
以为妈妈又是因为心脏病引
不得开空调，每天都去社区的 始，
但去杭州市红十字会
老年活动中心纳凉。据其女儿 起了脑梗，
医生排除了脑梗
项女士说，两位老人每天 8 点 医院做了检查，
按到了
多就去老年活动中心了，中饭 和骨折。医生在触诊时，
陈女士痛得叫了
也在那吃，直到下午五点多关 陈女士的腰部，

颈椎病跳舞可缓解
颈椎病是慢性病，短期
难根除，
故平时应加强预防：
首先要尽量避免诱发因素，
如落枕、受凉、过度疲劳、强
迫体位工作、姿势不良及其
他疾病，
如咽喉部炎症、
高血
压、内分泌紊乱等。其次要
防止外伤，避免在乘车中睡
着，
在劳动或走路时，
也要防
止闪、
挫伤。此外，
矫正不良
姿势至关重要。散步、老年
广场舞等亦有助于预防再
发。
（北京小汤山康复医院康
复中心主任 武亮）

眼保健操有作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布《近视防治指南》，提出
户外活动时间与近视的发病
率和进展量呈负相关，提倡
孩子从学龄前就开始每天增
加户外活动 1 小时。此外，
握笔的指尖离笔尖一寸（3.3
厘米）、胸部离桌子一拳（6
至 7 厘米）、书本离眼一尺
（33 厘米）。眼保健操近年
来被外界质疑不“保眼”，专
家们为它
“正名”
——正确做
眼保健操确实可防近视，但
不能仅用这一种方法预防近
视。
（摘编自《新京报》
）

一声。医生马上又做了腰椎影
像检查，
高度怀疑是骨结核。果
然，
穿刺证实为骨结核。
确诊后，陈女士转到杭州
市红会医院，经半年多的抗结
核治疗，
目前已能坐起来了。

费骏提醒，
盛夏马上就要到了，
老人千万不要为了省空调费，
长期待在人流密集的室内，要
多通风，
增加户外活动。
骨结核症状不明显易误诊

结核病分为肺结核和肺
外结核。在所有肺外结核中，
陈女士没有结核病史，且 骨结核的比例最高。
“骨结核发病率逐年增多，
去年上半年到医院拍腰椎片子，
”
该院
还是正常的。项女士认为，
最大 患者有明显老龄化趋势。
的可能性就是在老年活动中心 骨科专家石仕元介绍，他们每
感染的，
但为何同样每天在老年 年要收治近 300 例骨结核患
者，
以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主，
往
活动中心的爸爸没有感染？
杭州市红会医院骨科主 往集多种病于一身。
骨结核起病隐匿，早期症
任费骏解释，陈女士基础病较
多，身体底子不好，抵抗力弱， 状不明显，易与普通的骨科疾
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更易 病混淆，造成漏诊或误诊。一
感染结核杆菌。
“飞沫传播是结 旦到了后期，骨结核的进展非
核杆菌的最主要传播途径，像 常快，不少患者直至莫名“瘫
老年活动中心等空间相对密闭 痪”才查出骨结核。建议老人
且人流密集的环境，是发生结 如出现腰腿疼痛，在排除其他
核感染的高危场所。身体抵抗 疾病后，不要遗漏骨结核的可
力不好的老人更易发生感染。
” 能性。
（摘编自《都市快报》
）
公共场所空调房或是疾病温床

很多高血压病人早期没感觉
在未服用抗高血压药物的
情况下，非同日三次收缩压超
过 140 和（或）舒张压超过 90
则属于高血压。
很多高血压病人在早期是
没有感觉的，只有在出现了严
重并发症的时候才有症状，因
此，
高血压也被称为
“无声的杀
手”。少数人会有头晕、头痛、
心悸、
气促、
耳鸣、
失眠、
夜尿增
多等表现，当出现这些情况时
要尽快测量血压，明确有无高
血压。

高血压不可怕，怕的是它
的并发症。高血压会在不知不
觉中损害全身的动脉血管，可
引起心、
脑、
肾等多个器官的功
能损害。血压越早得到控制，
就能越早保护心、脑、肾血管。
有高血压危险因素者（遗传、
精
神压力大、缺乏运动、酗酒、吸
烟、肥胖、血脂高等），每 6 个月
应测 1 次血压，
健康成年人每 2
年至少测量 1 次血压，以及早
发现。
对于高血压患者，建议定

期进行家庭自测血压。血压测
量次数不宜过频，有些患者每
天多次测量，造成焦虑状态。
如果血压达标且稳定者，推荐
每周测一天，
一天测两次，
时间
分别在早上起床排尿后、服药
前 和 晚 上 临 睡 前 ，连 续 测 量
2-3 次，每次间隔 1 分钟，取测
量的平均值。不要因几次自测
血压值高低来随意调整药量，
应将自测血压记录提供给医生
参考。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庞晓）

坐卧草丛谨防恙虫病
湖北宜昌市的李女士和老
伴前段时间上山采茶，
后因发热
和多处皮疹，
先后住院。医生检
查后发现李女士老伴的腹股沟
处有三处焦痂，
同时医生在她的
小腿上也发现了一处同样的焦
痂。医生判断老两口患的是恙
虫病，
是被恙虫叮咬所致。
恙虫病患者多有野外作业
史，
潜伏期 5～20 天，
该病起病
急，
有高热、
毒血症、
皮疹、
焦痂
和淋巴结肿大等特征性临床表
现，严重者可因心肺肾衰竭而

危及生命。如出现这些症状，
要当心“中招”：身体出现无痛
红丘疹，0.3~1.0 厘米大小，继
之形成水泡，中央部位发生坏
死、
出血，
并形成圆形或椭圆形
黑色痂皮，多见于腋窝、腹股
沟、
会阴部及肛门周围等部位。
自从气温升高以来，医院
感染科已收治 20 余例恙虫病
患者，较往年增多。这些患者
发病前均有户外活动经历。夏
季户外活动增多，
要注意预防：
1.雨后初晴，最好不要坐

在草地上。如果要到草地上活
动，最好穿长衣长裤。2.野外
游玩，
除穿长衣长裤外，
其他皮
肤暴露部位及袖口衣领等处涂
上蚊虫趋避剂。3.儿童最易出
现叮咬后被忽视、继而发生重
症的情况，家长要做好防护措
施。4.如果在草地或灌木丛活
动后发生不明原因高烧，要认
真检查身上是否有虫叮咬的焦
痂，
特别是隐蔽部位如会阴部、
腋窝、腹股沟等。
（湖北宜昌市
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 周晓琳）

防肝病
洗完筷子小头朝上
筷子洗完了你会怎么
放？大头朝上还是小头朝
上？很多人没有关注过。
其实，从预防肝病的角度
来讲，
最好小头朝上。
筷子用久了会有些裂
缝、小毛刺，这样难免有食
物残渣残留在上面。一旦
筷子上的食物残渣发霉
了，
即使 100℃的消毒柜也
束手无策。所以建议洗完
的筷子小头朝上大头朝
下，让它晾干，否则在筷子
篓里潮湿加上炎热就很容
易发霉，进而感染黄曲菌，
分泌黄曲霉毒素。
在我国，
肝炎是患肝癌
的第一大原因，
而第二大诱
因黄曲霉毒素容易被忽
视。建议竹筷子半年就更
换一次，
或选择树脂材料的
筷子，
表面光滑，
不容易有食
物残留在上面，
金属材质的
筷子也是不错的选择。
（中国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肝胆
外科主任医师 赵建军）

脑中风患者
勿长时间看电视
武汉 68 岁的华先生患
高血压病多年，
中风住过好
几次医院。由于坚持吃药，
生活基本可自理。几天前
的一个下午，
家人下班回家
后发现老人倒在地上，
呼吸
微弱，大小便也失禁了，皮
肤有多处擦伤出血。
武汉市第四医院神经
内科李俊医师接诊后，
诊断
华大爷是脑中风后继发性
癫痫，经积极抢救，目前老
人已清醒过来。
据家属介绍，当天早
上家人出门时，
看到老人坐
在沙发上看球赛，
下午回家
发现老人倒在地上。神经
内科王喜丰副主任医师解
释，
癫痫发作的患者一般多
发生在长时间看电视、
玩手
机后，
由于精神高度集中和
紧张，加上电视画面、手机
屏幕和噪音的刺激，
导致大
脑神经细胞的异常放电，
而
产生倒地、
意识丧失等危及
生命的症状。提醒多次脑
中风的病人要尽量避免长
时间看电视、玩手机，最好
有专人陪护。
（摘编自《武汉
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