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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近期，北京市启动了首批
“运动处方师”的培训，今后越
来越多北京患者可以请临床医
生为自己开具一张“运动处
方”。到底“运动处方”什么
样？眼下秋冬转换，运动又有
哪些注意事项？北京小汤山康
复医院有氧运动中心主任牛国
卫揭秘了“运动处方”的内涵，
并强调：对于特殊人群，运动的
时间显得尤其重要。

“运动处方”包括四方面内容

牛国卫指出，“运动处方”
含有以下内容：

运动方式（类型和形式）
耐力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
泳等；力量训练、柔韧性训练；
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体育或

各种球类运动。多种运动方式
结合起来运动效果会更好。

运动强度（运动的费力程
度） 心率、耐力性运动（有氧
运动）速度、力量性运动阻力等
衡量指标。任何指标须结合运
动时主观感觉，降低运动风险。

运动时间（持续的时间）
普通人群建议单次持续运动
20~60分钟，最少不建议低于
10分钟。

运动频率（每周的锻炼次
数） 普通人通常为 3 至 5 次/
周，要有一定休息时间，只有休
息充分才能有好的锻炼效果。

处方并非一成不变

牛国卫指出，首先要明确
锻炼目标及目的是什么，是减

脂、增肌，还是降血压……事实
上，运动处方师将根据处方对
象的健康状况、体质水平、运动
习惯等因素，提出运动时应注
意的一些问题，如：运动前后要
有准备活动和整理活动及什么
情况下需要立即停止运动等。
如果按照运动处方计划坚持得
很好，患者在运动 1 至 2 个月
后，运动能力会有提高，这时患
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处方的要
素进行调整。

及时调整运动时间

目前，早晚气温较低，牛
国卫提醒，不管是否开过运动
处方，此时运动要进行调整。

“气温明显降低会导致肌肉僵
硬，增加运动损伤风险。”

牛国卫说，冠心病和哮喘患
者在寒冷刺激下运动可能会增
加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因此，老年
人和冠心病、高血压等慢病人
群最好避免在早晨运动，上午9
时至10时或下午3时至4时气温
较高时再运动，可以降低风险。

同时要注意运动前必须
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以降低
运动伤害的发生。

温馨提示：其他城市的居
民需开运动处方，可前往当地
三甲医院运动医学科。运动医
学科常常可以提供以下服务：
骨科疾病的诊疗及术后康复医
疗；个人运动功能风险评估及
预防对策；心脏病、糖尿病等慢
性疾病患者“运动处方”等。（摘
编自《北京晚报》《南京晨报》）

慢病人群避免早晨锻炼

近期，喉癌成为众人关注
的焦点。喉癌早期症状主要表
现为咽部异物感、吞咽不适等，
易误诊为咽炎。声带区的喉癌，
早期主要表现为声音沙哑，有时
可误诊为声带炎，从事教师、演
讲、歌唱等职业的人易误诊。

喉癌和咽炎都好发于吸
烟的中老年男性，因此，如出现
下列症状，应及时去正规医院
就诊：长期不愈的声音嘶哑（1
个月以上），吞咽疼痛且久治不
愈，痰中带血，吞咽困难，呼吸
困难，颈淋巴结肿大等。

特别提醒：喉癌的发生与
胃食管反流病特别相关。来自

胃食管反流的胃蛋白酶原是喉
室黏膜的直接致癌物。以声音
嘶哑为主要症状就诊者中，约
60%合并胃食管反流。为此，
有学者相信喉癌发病率增加或
与胃食管反流病的增加有关。

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生与食
管下括约肌的松弛有关，预防
应注意：1.避免过度精神紧张、
疲劳、熬夜，不抽烟。2.避免过
饱饮食、体型肥胖、弯腰负重动
作，及右侧卧位睡姿。3.不吃过
甜、辣和油腻饮食，不过多摄入
咖啡、浓茶。4.规律饮食，定点
定量进餐，而不是少食多餐，或
违反进食规律的不定时餐饮。

长期临床经验显示，如经
常发生声音嘶哑、清嗓动作频
繁、咽部不适、慢性咳喘，有存
在胃食管反流病的可能。特别
是这些表现多发生在早晨起床
时，或常伴有上腹不适、腹部或
胸骨后烧灼感、烧心、反酸、咽
部异物感、吞咽不适等，应请医
生帮您做针对性检查，包括咽
喉镜、胃镜、食管钡餐透视，及
食管压力测定、食管内的酸度
检测等。若自己短期内（2周）
试服非处方抑酸药（如奥美拉
唑20~40mg，一天二次）能改善
症状，也提示该病的存在。（上海
仁济医院消化科教授 陈胜良）

预防胃食管反流注意睡姿

最近门诊中来
了不少咨询体检甲
状腺 B 超异常的患

者，如“结节要不要开刀”“弥漫
性病变严重吗”。当存在甲状腺
异常时，不要焦虑、惊慌，要及时
寻求内分泌科医生的帮助。我
给大家普及一些甲状腺病知识。

超声显示甲状腺结节 目
前国际上通过超声对甲状腺结
节的良恶性倾向按 TI-RADS
分类法分为6类，从1类到6类，
恶性倾向逐渐增加。但一般体
检时不会进行此分类，建议有甲
状腺结节的人应及时到医院内

分泌科或甲状腺外科再次检查
超声，确定分类，决定治疗策略。

甲状腺弥漫性病变和甲状
腺回声不均 该异常提示甲状
腺出现炎症改变，常为无菌免
疫性炎症。慢性炎症常见为桥
本甲状腺炎（常无症状），亚急
性炎症称为亚急性甲状腺炎
（常合并颈前疼痛），急性炎症
少见。因此该“病变”并非患者
以为的“癌变”。出现该情况，
一般需检测甲状腺功能和甲状
腺自身抗体，甲状腺功能正常
者常不需要治疗，异常者要到
内分泌科治疗。

甲状腺功能异常 血检
T4、T3和TSH检查结果不正常
的称为甲状腺功能异常。TSH
降低伴T4和（或）T3升高，称为
甲亢；TSH 升高，无论有无 T4
和T3降低，称为甲减。这两种
情况都要到内分泌科诊治。

甲状腺自身抗体异常 若
血 检 只 有 TGAb、TPOAb 和
（或）TRAb 这些抗体升高，甲
状腺功能正常，可暂不治疗，但
抗体升高可能引起甲亢或甲
减，故需定期（6~12个月）到内
分泌科随访。（上海市同济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宋利格）

体检发现甲状腺病变莫惊慌
名医
博客@

肩痛者自测
“冻结肩”

“冻结肩”又称为“肩关
节粘连”，原因有很多，如外
伤、手术、炎症等。有时特指
在50岁左右，无明显诱因的
情况下出现的肩关节疼痛、
僵硬、活动受限。因此，也有
人称之为“五十肩”，在45~
65岁的人群中很常见。

“冻结肩”虽然对生活
影响很大，但却是一种自愈
性的疾病，不治疗也可以慢
慢好转，最多2~3年症状就
会明显改善。一般在病程上
分为三个时期：1.疼痛期，持
续6~9个月，主要表现为肩
部疼痛，活动时加重；2.僵硬
期，疼痛会逐步缓解，但肩关
节活动明显受限，很多动作
无法完成，常持续 9~12 个
月；3.为期9~12个月的缓解
期，肩关节僵硬逐渐好转，
手又可以抬起来了。

肩痛者可以自我判断
“冻结肩”：首先，帮助肩痛
者把手臂抬起来，抬得越高
越好，如果患侧手臂能轻易
抬过头顶，肯定不是“冻结
肩”。其次，将肘关节弯曲
90°，紧贴腰部不能离开或
请其他人帮忙按住，同时将
前臂向外旋转，如无法旋转
或旋转时明显疼痛者，高度
怀疑“冻结肩”。（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运动医学科
主任医师 陈世益）

血液病人吃东西前
用微波炉高火消毒

血液病病人由于造血
系统异常，身体抵抗力很
差，易出现贫血、出血、感染
等情况。除药物治疗外，
饮食上要格外注意，总原
则是干净、卫生、好消化。

餐具洗后要煮沸或是
蒸汽消毒，食物必须煮熟
煮透，在食用前还需要再
用微波炉高火消毒 5 分
钟，达到完全无菌后再食
用。水果蔬菜要冲泡洗
净，饭菜要新鲜，不吃隔夜
饭菜，避免进食辛辣刺激
性的食物。

化疗期间消化道反应
明显，如恶心呕吐腹泻等，
胃口也会变得不好，易腹
胀，还会因血小板减少，增
加出血的几率。饮食上要
清淡、少渣、易消化和少刺
激性，尤其要避免吃油腻、
粗糙、坚硬、油炸和带刺的
食物。

对需要频繁输血的血
液病患者，一定要定期检
查血常规，血液中含铁量
高的患者不宜食含铁丰富
的食物，也尽量不要用铁
锅做饭菜。（武汉市第一
医院血液内科主治医师
吴娟）

三类人心梗发作
症状不明显

急性心肌梗死的最佳
救治时间为发病后 2 小时
内，如果在120分钟内打通
堵塞血管，绝大多数患者的
心肌可以免于坏死，否则随
时有心脏骤停的危险。急
性心梗发作时，除胸闷、胸
痛等常见症状外，有三类人
群症状不明显，易导致漏
诊、误诊。

有糖尿病病史或中风
病史以及年纪较大对疼痛
感没那么明显的人要警
惕。建议若出现持续胸痛
20 分钟未能缓解，应尽快
拨打120，并尽可能要求救
护车送到最近的胸痛中心
救治。另外，高血压也是急
性心梗发作的危险因素，因
此有长期高血压病史的患
者要严格遵守医嘱服用高
血压药，控制好病情。（广州
军区总医院心内科主任
向定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