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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名医
博客@

我认为，这些
年对肥胖的危害宣
传其实有些“过火”，

经常有夸张肥胖危害的言论出
现。俗话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很多老人会为了这么一句话，使
自己变得过于消瘦。但实际上，
有的老人瘦了十几斤，却落得个
营养不良抵抗力急降，大病虽未
有，小病却不断。我身边就有一
个这样的例子。

身体瘦了抵抗力也差了

70 岁的刘女士两年前身
体还很硬朗，1.65米的个子体
重一直保持在55公斤左右，精
神不错，一年到头很少病痛。
去年底体检时，刘女士的体重
达到 61 公斤，除了长胖，还测
出尿酸、血脂和血压偏高。老

人家这下紧张了，看来发胖不
是好苗头！因为，她那身体偏
胖的老伴多年前就已患上高血
压，需天天吃药。

于是，刘女士几乎天天青
菜豆腐，坚持“清淡度日”，半年
多后体重降到56公斤左右，可
她明显感到体力不支，抵抗力
明显下降。往年顶多患一两次
感冒，可今年她已接连患了四
五次感冒，且比以往容易疲劳，
有时还头晕、没精神，我为她检
查发现，她存在严重营养不良。

老人太瘦扛不住病

肥胖可能带来高血压、心
脏病、糖尿病等疾病，但老人消
瘦、营养不良也会出问题。

体瘦的老人体质比较弱，
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弱，易患多

种急慢性传染病，老年性皮肤
病的发病率也比较高。手术及
创伤后，消瘦的老人伤口愈合
困难。体瘦的人在寒冷、饥饿
和劳累等方面的耐受能力要
差，会比一般人容易出现感冒、
怕冷、疲劳和头晕目眩，骨密度
也会降低，跌倒时更易骨折。

不必苛求某种体型

对于体重的标准，有一个
普遍承认的体重指数（体重kg
除以身高的平方㎡），健康的老

年人体重指数最好不要低于
20，也不要超过26.9。老年人
只要自身体重在正常范围之内
即可，要知道，自身生命自然形
成的形体胖瘦程度，往往最适合
老年人本身。只要不是过胖、过
瘦或乍胖、乍瘦，再定期做好体
检，就不必苛求某种体型。

除个别极端例子，比如胖
得动不了，其他BMI指数在健康
值的边缘或是适量超过者，即使
各项指标稍有偏高，多数也是因
机体正常的退化、代谢的减弱所
致，都无须刻意节食减肥。不
过，与其要求自己“千金难买老
来瘦”，不如要求自己“千金难买
老来肉”，这个肉是肌肉的肉，合
理搭配饮食，同时加强锻炼，增
加肌肉量。（重庆市江津区中医
院脾胃病科主任 刘羽）

盲目追求“老来瘦”免疫力急降

弹力带、瑜伽球、小哑铃
可以帮助大家随时随地锻炼
身体，减脂增肌。

选根适合的弹力带 弹力
带颜色越深，阻力越大。女性
一般建议购买红色的弹力带
即可。力量较大的男性可以
选择蓝色、银色、黑色等。好的
弹力带不会轻易断裂，一个人
使用一般可以用一两个月。
用完弹力带后每周建议用清
水清洗，自然风干，在上面洒点
爽身粉，防止粘连。练习时最
好能仿照专业人士的图片或
视频来锻炼，做到动作规范。
一般做完弹力带训练后，局部

的肌肉会有微微的酸胀感，经
休息可以恢复，这样是比较适
宜的程度。每次可以维持在
15-20分钟。

用瑜伽球锻炼核心肌群
把瑜伽球当座椅是锻炼腹部前
后核心肌群很好的方法。瑜伽
球是一个“不稳定”的运动器械，
当你坐在上面时就要努力保持
平衡，这能很好地保持身体的协
调性和肌肉力量。瑜伽球最好
充气至“八分饱”。如充气太足，
控制难度大；充气不足，人坐上
去稳稳当当，起不到锻炼效果。
当你练习瑜伽球一段时间后，可
以提高难度：抬起一条腿，保持

身体稳定。
小哑铃能帮助收缩盆底

肌 膝盖不好的人需要锻炼下肢
力量，可以坐在椅子上，大腿保
持不动，将小腿反复多次抬起锻
炼下肢肌肉。如果你觉得这样
做太轻松了，可以将一个小哑
铃放在脚背上，来增加难度系
数。很多女性不同程度出现盆
底功能受损，容易出现尿频、便
秘、尿失禁、子宫脱垂。不妨在
坐姿时，将小哑铃夹在两膝之
间，为了让小哑铃不掉落，整个
盆腔肌肉不由自主地就会收
缩。（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康复科主任 刘刚）

三个物件能减脂增肌

肩关节是人体最灵活的关
节，也是最易损伤的关节之一，
一旦它出现问题，人们梳头、洗
脸、洗澡搓背等都不能进行。
防止肩关节损伤很重要。

1.肩部保暖。避免肩关节
受凉，避免晚上睡觉时受凉，
冬天可围围巾、穿高领毛衣来
保护肩关节。

2.抓取高处重物要小心。
抓取高处重物时非常容易损
伤肩关节，尤其是单手抓的时
候，要注意：正确估计物品重

量，做好充分准备；遇到特殊
情况时要及时松开重物以防
止肩关节损伤。

3.选合适的活动方式。“过
头动作”如做投铅球等投掷运
动时，最易致肩关节损伤。此
外，棒球、网球、吊单杠、自由
泳等，还有一些运动的特殊动
作，如羽毛球中的劈杀动作、
乒乓球中的拉弧圈动作等也
易导致肩关节损伤。

4.尽量避免单手提重物，
可改为用推车或多次搬运来

减少重量，或者用双肩背。
5.强化肩关节周围肌肉力

量来增强对肩部的保护，尤其
是肩袖肌群的力量训练。

6.注意保护颈椎。颈椎不
好，肩关节也会连带出问题，反
之肩关节问题也会牵连颈椎。

7.调整姿势减少拉伤。“低
头族”和长时间伏案工作就是
典型的姿势改变，建议日常生
活工作中保持“站如松、坐如
钟、行如风”的姿势，挺胸抬
头。（摘编自《中国中医药报》）

颈椎不好会牵连肩关节

82岁的李大爷患有前列腺
增生近十年，近日他不远千里，
跨越1242公里，从北京来到黑
龙江远东心脑血管医院治疗。

李大爷告诉介入科主任孙
政育，自己10年前就出现排尿
等待、尿急、尿不尽的症状，一问
身边的老伙计，大多也有这毛
病，就没去医院治疗，偶尔严重
时就自己买药吃，吃药能缓解几
天，可过几天又复发。最近这一
年，吃药也不缓解，不仅夜尿次
数增多到六七次，每次都尿不
尽，憋得小腹疼不说，晚上还睡
不好觉，特别难受。

孙政育为李大爷安排了泌

尿系统彩超，彩超显示李大爷
前列腺增生是正常前列腺的2
倍，已严重压迫尿道，且由于长
时间的尿不尽引起尿道梗阻，
有轻度肾积水，需尽快治疗。

孙政育建议李大爷选择前
列腺动脉栓塞术，这是一种介入
术，不仅创口仅有针眼大小，且
住院时间短，术后观察24小时
后即可出院，特别适合高龄、高
危的老年患者。李大爷一听高兴
极了，他说：“我就是冲着这项技术
来的，希望能尽快进行治疗，我希
望自己能快点好起来，不再被夜
尿多睡不好觉这些症状折磨。”

次日，孙政育为李大爷进行

前列腺动脉栓塞术，手术很顺
利。出院时李大爷特意送来锦旗
表示感谢。孙政育介绍，前列腺
动脉栓塞术是一种介入手术，术
中仅使用微导管和栓塞剂对前列
腺动脉血管进行治疗，目的就是
借助前列腺动脉栓塞使增生的
前列腺因中断血供而萎缩变小，
从而达到排尿正常的目的。像
李大爷这一类的患者是典型的
拖延症一族，拖着拖着就延误了
病情。孙政育表示，当前列腺一
旦增生就不会自然萎缩，更不会
自然痊愈。拖着不治将会压迫尿
道引起尿潴留、肾结石、肾积水等
并发症。（文/周世芳）

小手术解决前列腺增生顽疾

眼睑肿看看肾脏科
江苏南京的郑先生因

为眼袋有点大，去苏州高新
区人民医院就诊，幸运地得
以早期确诊膀胱癌。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朱应祥介绍，
膀胱癌是泌尿系统最常见
的恶性肿瘤，约有90%以上
的膀胱癌患者最初的临床
表现是无痛性肉眼血尿，
10%的患者可首先出现膀
胱刺激症状，如尿频、尿急、
尿痛和排尿困难等。而早
期的患者可以没有明显的
临床症状。

医生提醒，如果近期出
现不明原因的眼睑或双下肢
水肿、乏力、腰酸、尿频、尿色
改变、面色发黑等症状，可能
是泌尿系统疾病的早期表
现，请及时到医院肾脏科就
诊。（摘编自《扬子晚报》）

颈椎劳损有信号
颈 腰 椎 肌 劳 损 亚 健

康，一般会有几个信号：总
是脖子发僵、发硬、酸胀、疼
痛；颈部活动受限，仰头、低
头、左右转头、左右偏头范
围变小；头晕目眩、耳鸣、恶
心、眼睛干涩；失眠多梦、记
忆力下降；手臂无力，反复
落枕。此时，除了加强预防
保健，还要及时就医，在医
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当
颈椎曲度病态变直或扭曲，
椎体间隙受挤压而变小，椎
间盘受挤压而膨出，椎体骨
质增生，会刺激神经，诱发
眩晕、头痛、手臂麻木，甚至
截瘫。介入、封闭、手术治
疗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
题。现在，各种精准微创的
外科技术，如内镜微创、术
中导航辅助人工颈椎间盘
置换等，能很好地缓减症
状、改善神经功能。得了颈
椎病不要讳疾忌医，一定要
积极治疗。（清华大学临床
神经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王劲）

炎症性肠病难治愈
广义上来讲，炎症性肠

病是以肠道炎症为主要表现
的不同疾病的总称，如感染
性肠炎、中毒性肠炎、自身免
疫性肠炎及慢性非特异性肠
炎等。而狭义上的炎症性肠
病是一种累及消化道的慢性
迁延性疾病，表现为腹痛、腹
泻、便血、肛瘘、营养不良等
症状，需终身治疗。

轻度炎症性肠病患者
仅表现为腹部隐痛，较严重
者首发症状则是腹痛、呕吐、
连续几天不排便，大多是因
患克罗恩病引起的肠段纤维
性狭窄。

炎症性肠病的发病机制
仍未明了，目前认为在基因、
环境及免疫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导致发病，且无法治愈。
超过半数的炎症性肠病患者
因肠道炎症导致的肠梗阻、
肛瘘、阴道瘘等并发症，往往
需多次手术治疗，仍迁延不
愈。在治疗过程中往往需要
医生和患者之间沟通和配
合，共同管理控制疾病。（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消
化科教授 孙颖）

进家门别急着吃冰
“高温天进家门别急

着喝冰水，在40℃的温度，
如果瞬间喝冰水，微血管
会爆掉……”最近，不少人
的朋友圈和亲友群里都在
热转一些所谓医生的忠
告。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
副主任医师张达表示，在
高温天喝口冷饮就爆血管
的可能性非常小，引起胃
肠痉挛、肚子疼或者冷水
洗脸后会出现局部麻木的
现象比较常见。不过，老
年人或本身就有动脉硬
化、高血压病史的病人，其
血管弹性和调节能力差，
这时如果再骤然间接受冷
的刺激，是有可能引起血
管方面疾病风险的。因
此，他不建议老年人在高
温天喝冷饮或洗冷水浴。
（摘编自《北京日报》）

洗鼻不能治愈鼻炎
一般来说，感冒引起的

急性鼻炎，治与不治，一周
左右也差不多能好，感冒药
只是能减轻症状，而不能缩
短整个病程。而那些超过
两周以上，仍然鼻子不通
气，鼻涕多的，就要琢磨下
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鼻
腔、鼻窦有严重结构问题，
可以考虑手术治疗。而鼻
腔、鼻窦的主体框架正常，
属于单纯黏膜的炎症，主要
是药物（口服、鼻喷剂、鼻腔
冲洗）治疗。

鼻炎很难治愈，得了
鼻炎应尽早到医院就诊检
查并根据病因积极治疗。
现在市场上花样百出的洗
鼻器受到患者的青睐。定
期清洗鼻子确实可以改善
症状，但洗鼻不能代替治
疗，更不能治愈鼻炎。（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教授 蒋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