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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便秘，
专家这篇文章很实用
便秘是常见病，在中国患病率为 10%～14.9%。如果
出现排便费力、
粪便干结、
排便不尽感、
肛门阻塞感，
需要手
法辅助排便，每周排便少于 3 次，依赖泻剂排便等症状中的
两者及以上，就要考虑是不是便秘了。同济大学附属上海
市第十人民医院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的专家张雪莹、田宏
亮、李宁为中老年朋友写出了一篇最详细、权威、实用的防
治便秘文章。
（摘编自《健康报》
）
治便秘期望不宜过高
便秘可分为器质性和功
能性两类。器质性的原因可能
有：
有些疾病，
如肠道肿瘤或其
他原因引起的肠腔狭窄或梗
阻，
糖尿病、
甲减、
脑卒中、
脊髓
损伤及周围神经病变、假性肠
梗阻、先天性巨结肠。有些药
物如铁剂、阿片类药、抗抑郁
药、
抗帕金森病药、
钙通道拮抗
剂、利尿剂及抗组胺药物的使
用等也可引发便秘。当发现便
秘症状时，需首先排除器质性
或药物使用的原因，可通过相
关科室的检查明确，如不存在
问题，
则考虑功能性原因。
便 秘 易 盯 上 五 类 人 ：女
性、老年人、压力大的人、生活
不规律的人、经常使用抗菌药
的人。老年人易合并各种基础
疾病，需服用多种药。这些药
有的会影响肠道蠕动，却又必
须服用，所以老年人对便秘的

（会加重盆底功能紊乱）。
菌及益生元。如上述治疗无效
补充益生菌及益生元：常 可加用缓泻剂（乳果糖）治疗：
见的益生菌产品有培菲康、米 乳果糖（杜密克）8～15 毫升/
雅、妈咪爱等。常见的益生元 次，
1～2 次/天，
定时服用，
目的
有果胶、菊粉、阿拉伯树胶等。 是养成定时排便习惯。乳果糖
市面上的产品有很多，建议去 无效时（以下建议在医师指导下
药店或医院购买。不同的益生 服用）：福松（聚乙二醇电解质
菌或者益生元对每个人的作用 散）1～2 次/天（以短期导泻，疏
治疗期望不宜过高，不能强行 是不同的。如果某一品牌的益 通肠道为目的，
不建议作为日常
追求脱离药物自主排便。如每 生菌或益生元对症状改善不明 用药）。避免长期服用强刺激性
日用半片力洛或依赖灌肠可做 显，可换另一种品牌。有些人 泻剂，
如果导（酚酞）片、
番泻叶、
到定时排便，
就已经很不错了。 同时服益生菌和益生元可能出 芦荟胶囊及含大黄、
芒硝的方剂
现腹胀、
排气增多等症状，
此时 （中药制剂）。如上述治疗无效，
预防便秘记住五条
可减量服用，
或更换品牌。
考虑住院行肠道微生态治疗。
自我干预仅针对功能性便
灌肠：
可用200～300毫升
4.肠道微生态治疗，比如
秘有效。防便秘牢记以下五条。 温生理盐水灌肠辅助排便。起 进行粪菌移植。研究显示，联
调整饮食习惯：
多饮水（晨 初可到社区医院或诊所灌肠， 合果胶治疗慢传输型便秘未发
起空腹喝1杯温开水，
每天饮水 在药店、社区医院可购买灌肠 现严重或长期副作用，短期有
量 2000 毫升左右），适当运动， 器与注射用生理盐水。家庭自 效率达 70%，1 年后有效率达
多食粗粮（玉米、
燕麦等），
多吃 制生理盐水方法是用 0.9 克氯 50%，
优于传统便秘治疗方法。
新鲜水果和绿叶蔬菜，避免辛 化钠溶解于100毫升沸水中，
冷
5.生物反馈训练，主要借
辣、刺激饮食，忌烟酒，作息规 却至37℃方可灌肠。每日1次， 用专门的设备，训练正常排便
律，
保持好心态，
缓解压力。
或据需要2～3天灌肠1次。
动作，
学会协调肛门肌群及腹部
定时排便：每天定时如厕
避免滥用药：
避免频繁或长 肌群的运动，
纠正异常的肌电活
1～2 次。早餐后 30 分钟因胃 期用抗生素、
质子泵抑制剂（如雷 动，
调整生理反应，
重建正确的
结肠反射，
是排便最佳时期，
也 贝拉唑）等易破坏肠道菌群的药。 排便反馈通路，
达到治疗便秘及
可根据个人排便习惯自行调
盆底肌群功能紊乱的目的。
慢性便秘治疗可按阶梯走
整。如无便意，起初可应用开
6.手术。目前效果较好的是
塞露纳肛诱导排便（最多用 1
1.调整生活、
饮食习惯。
金陵术（结肠次全切联合升结肠
周）。每次排便 5～10 分钟（无
2.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 直肠侧吻合），
如患者体质差耐受
论排便量多少及有无排便不尽
3.药物治疗：首选无副作 不了，
可仅行回肠造口术转流粪
感），
避免久坐、
久蹲、
用力排便 用或副作用小的药物，如益生 便，
该手术简单、
有效、
创伤小。

上了年纪少戴戒指
随着年龄的增长，指
间关节会增生、变形和肥
大，手指骨骼变粗，以前合
适的戒指就相对变紧。戒
指过紧，会导致手指静脉
回流不畅，出现水肿，如果
长年累月戴着戒指，一旦
水肿，可能导致戒指摘不
下来，严重的还可能让手指
病变甚至局部坏死。建议
戒指最好戴一戴、摘一摘，
晚上睡觉时要将戒指摘下
来。如果发现摘戴有困难，
则不要再戴。
（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骨科教授 党耕町）

跑马选鞋要大半号
近几年，马拉松运动
开始流行。通常来说，
马拉
松的准备训练要在跑前
12~16 周开始，每周增加
3~5公里，
让身体逐渐适应
跑步强度的增加。提醒跑
马者：
跑步必须选择合适的
鞋。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脚
属于哪种类型，如不能确
定，
请咨询物理治疗师。挑
跑步鞋时建议选择比平时
大半号或一号的鞋子，
同时
要在跑步 500~600 公里后
更换新的跑步鞋，
如每周跑
30 公里，则需每 5~6 个月
换新跑鞋。
（北京和睦家医
院骨外科主任 路继科）

秋凉，
六成患者血压或波动
秋季天气凉爽，尤其是昼夜温差
较大，
人们的血压会随之升高，
提醒高
血压患者注意防范。
六 成 患 者 ，一 转 季 血 压 就 变 化
“在门诊，
约有六成高血压患者属于季
节性高血压，
尤其是老年人，
只要一转
季，
比如由夏季转为秋季，
由秋季转为
冬季，他们的血压就马上有变化。”广
东省人民医院高血压专科主任医师冯
颖青说，季节性高血压的出现可能与
老年人身体适应性差有关。当血压变
化时，
80%的人没有任何感觉，
所以专
家提醒患者，
转季时一定要多量血压，
比如早上起床后静坐 10 分钟，然后测
血压。晚上八九点钟或睡前，静坐 10
分钟后再测一次血压。一天测两次，
以观察血压是否升高了。
调整药物，
要听医生指引 许多老
病号往往觉得“久病成医”，增减药物
自己很“在行”。冯颖青说，调整药物

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高血压老
病号，尤其是合并冠心病、高血脂、肾
病等患者，
一定要一个月见一次医生。
对高血压患者而言，每个人都有
个体差异，血压的控制也不能一概而
论：①高血压患者，在能耐受的情况
下，逐步把血压控制到 140/90mmHg
以下。②超过 60 岁的老年患者，降压
目标为＜150/90mmHg，如能耐受可
进一步降低。③严重冠状动脉狭窄或
高龄老年患者更应谨慎地逐步降压，
舒张压一般不宜低于 60-70mmHg。
秋季高血压患者提防鼻出血 河
南省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
树军提醒，秋季是中老年人鼻出血的
多发季节，
由高血压引起的鼻出血，
约
占鼻出血病人的 40%。高血压病人鼻
出血预示着血压不稳定，要引起高度
警 惕 ，因 为 这 往 往 是 中 风 的 一 种 征
兆。
（摘编自《羊城晚报》
《郑州晚报》
）

哮喘防治需
“内修外防”
前不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 制剂，
短期使用的确有效，
但长期使用
宝华先生去世，享年 88 岁。据悉，常 副作用极多。
老被哮喘病困扰多年。哮喘作为一种
哮喘的治疗需由专科医生制定个
气道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其防治关键 体化的治疗方案，切不可自行用药。
在于控制气道的炎症。
尤需引起重视的是，
一旦开始用药，
则
吸入糖皮质激素疗法是目前治疗 不应擅自减药或停药，无论病情有加
哮喘最有效的方法，同时联合口服白 重或好转，都须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
三烯受体拮抗剂（孟鲁斯特）能更好地 调整用药，
并注意定期复诊。这一过程
达到抗炎的效果。哮喘是一种无法根 较为漫长，
需要病人密切、
耐心地配合。
治的疾病，
但通过规律、
科学的长期治
上面只是哮喘的“外防”，在规范
疗，
80%以上的患者病情可完全控制， 使用抗炎药的同时还必须“内修”，即
工作、生活可以不受影响。有些患者 避免接触引起哮喘症状的危险因素。
不愿长期治疗，
甚至病急乱投医，
听信 譬如，若是由于室内尘埃或螨诱发哮
一些无科学依据只为牟利的“偏方” 喘发作的，
就应保持室内清洁，
勤晒被
“秘方”，而这些“偏方”
“秘方”往往含 褥，常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有大量的口服糖皮质激素甚至免疫抑 （武汉协和医院呼吸内科副教授 帅诗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