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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名医博客

听说医生让出院，湖南长
沙的马女士却没有半点高兴，
而是顿时觉得浑身不适，拒绝
出院。专家指出，这种现象也
叫住院依赖性，在临床较普
遍，以老年人最为突出。

案例 听说要出院，浑身不适

马女士患有高血压病、冠
心病、糖尿病、脑梗后遗症-半
身不遂等慢性病，一个月前不
明原因出现昏迷，子女将其送
至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老年病科，医生确诊其
昏迷系安眠药服用过量所
致。经过十来天的精心治
疗，马女士病情稳定，可以出
院了。可一听说要出院，马
女士立马出现“头晕头痛”

“胸口闷痛”“恶心欲呕吐”等
不适，要求继续住院治疗。理

由是万一又昏迷了就没治了，
在医院住着才心安。

该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副
教授张稳介绍，在科室像马女
士这种对医院产生依赖，不愿
离开医院保护伞的老人有很
多。这种现象也叫住院依赖
性，是指一些患有慢性疾病或
残留后遗症的患者在病情平
稳后坚持长期住院治疗的一种
现象，在老年人群中尤为突出。

分析 住院依赖缘于安全感缺失

张稳说，喜欢住院的老人
主要是出于疾病导致的心理
压力。一些急危重症（如心绞
痛、急性心梗、急性心力衰竭、
脑梗）在老年人群中发病率
高，这些病往往发病突然，或
周围有人因相同疾病发生意
外，使老年人产生恐惧心理。

对他们来说，医院是庇护所，因
而就希望能长期住院，万一发
生危急情况，能第一时间获得
有效救治，从而有安全感。

此外，这也与老人在家
不能得到全方位的照顾有
关。有些与儿女居住的老人
反映，家庭人口多、得不到充
分休息，而病房比家里安静、
舒适；也有些独居老人生活
不能自理，而雇请的保姆多
缺乏医护知识，甚至缺失责
任心，老人容易产生不信任
感及不安全感。

应对 多方干涉，让老人安心

如何减轻或消除老年人
的住院依赖性？张稳表示，对
于医务人员，首先要重视对患
者的心理疏导，对于心理压力
大的老年人，医生应耐心解

释：疾病已好转或基本稳定，
只要定期来医院门诊复查即
可。其次，医生应给病情稳定
的老人制定完整的家庭诊治
方案，包括：需要继续服用药
物的名称、用法、剂量、疗程
等，需要定期复查或监测的
指标，如何调整生活方式，如
何安排适度锻炼等，给历经
生死大关的老年人吃上一颗
定心丸。第三，生活习惯指
导，包括出院后的饮食指导、
活动指导等。

同时，也需要子女或亲属
多看望老人，陪他们说说话，
可以有计划地轮流安排去陪
伴。作为老人自己，也要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兴趣爱
好，适当与外界交际，学会与
他人积极沟通。（通讯员王玥

本报记者刘惠）

■心理健康

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喜欢住院

腰痛是常见病，一到医
院，医生总会说“拍个片吧”，这
就让患者很疑惑：“是不是必
须拍片啊？”虽然不是所有腰
痛都需要拍片，但出现以下 8
种情况，一定要拍片。

腰部有外伤史 有些患者
不小心摔伤了腰，觉得卧床一
段时间疼痛就会缓解，因而不
去医院。如果这类患者之后
不时出现腰痛的症状，就一定
要拍片，因为很有可能是外伤
留下了隐患。

腰痛且伴有神经症状 如
腰痛伴有四肢麻木、疼痛感
等，极有可能是神经受到压

迫，需拍片查看。
夜间疼痛明显 夜间腰痛

明显的患者有可能是肿瘤导
致，需要拍片。

休息后加重，活动后减轻
这种情况可能是强直性脊柱
炎的前兆，需要警惕。

查体呈阳性 如果查体发
现患者背部有局部叩痛，即为
阳性，极可能是腰椎滑脱所
致，需拍片确诊。

腰痛持续不缓解 除非存
在神经受损或全身性疾病，否
则单纯性腰痛一般3周内就会
自愈。如果患者腰痛时间长，
病情反复，就该拍片。

腰痛伴发热 这种情况可
能是腰椎感染、化脓性脊柱炎
等特殊的疾病。

腰痛伴有“高低肩”青
少年易出现脊柱侧弯，常表
现为肩膀一高一低，要通过
拍片确诊。

拍片包括X光、核磁共振、
CT三种。一般先选择X片，若
要进一步检查，可考虑核磁共
振。CT检查由于辐射较大，一
般是在手术前准备手术方案
时，或需明确有脊柱骨折情况
时用。（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
陈克冰）

腰痛出现八种情况要拍片

提到帕金森，很多人首先
想到手抖。其实，帕金森有颤
抖型和强直型，门诊中有四成
左右患者是强直型，不会出现
手抖，这类人走路慢吞吞，半天
抬不了脚，常被误认为年纪大
了。帕金森没办法预防，所有
治疗都是改善运动症状，减慢
疾病进展。为帕金森病人推荐
一套康复训练操，只要不累，随
时可练。（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神
经内科副主任 毛善平）

不少帕金森病人手根本不抖

3 月 14 日是第十四个世
界肾脏病日，今年的主题是

“人人享有肾脏健康”。近年
来，肾病发病率不断升高，但
肾脏病起病时毫无征兆，易被
忽视。建议糖友、高血压患者、
常发生感染（如常感冒）的人以
及烟民，要特别关注肾脏。建
议每年体检都坚持做以下三项
检查，大多能早期发现。

尿常规 尿检很便宜，样
本最好是隔夜尿，考虑到一些

人可能熬不住，给大家推荐一
个小窍门，即在半夜 1 点时上
个闹钟，上一次厕所，然后不
喝水，6小时后起床，直接去医
院，6小时以上的尿液最易发现
问题。如果还不放心，可在每
年的常规体检中，增加一个尿
的微量蛋白，这个检查也很便
宜，能及时发现尿蛋白的异常。

肾功能检查 肾功能检查
就是空腹抽的一管血。肾功
能检查报告中，对肌酐这一个

指标要特别重视，一般情况下
只有肌酐高于130时才会有箭
头标出来，但此时病已经很重
了。建议男性如果肌酐高于
90、女性高于 80，就要及时到
肾病专科就医，因为肌酐一旦
高上去，就意味着肾功能的损
害，时间长了是不可逆的。

肾脏B超 建议每年常规
体检都做肾脏B超，可发现肾
脏结构等改变。（浙江省人民
医院肾脏病科主任 何强）

■体检指导 肌酐指标高于80就要警惕

“30度翻身法”
防压疮更有效

我们在临床中预防卧
床患者压疮的方法有定时翻
身、应用防压器具（如减压床
垫等）、增加营养、改善环境
等，其中最有效的预防方法
是定时翻身。但传统的翻身
方法侧卧时身体与床面成
90度，骶尾部受压时间长，加
之平卧位时骶尾部皮肤受大
小便分泌物的浸渍，易发生
压疮。在此，临床上又研究
出了新的翻身方法来预防压
疮，即通过调整翻身的角度
——30度侧卧翻身法，能更
有效地防压疮。

30 度侧卧翻身法讲究
翻身的角度及顺序，只有操
作准确，才能更好地预防压
疮，具体如下：

顺序 平卧位——右侧
30度卧位——左侧30度卧
位循环，各体位保持2小时。

步骤 1.准备工作：协助
患者仰卧，两手放腹部，两腿
屈膝。

2.移动上半身：一手放
于患者颈肩下，另一手放于
患者臀部，将患者的上半身
移向自己。

3.移动下半身：一手放
于患者的刖窝下，另一手放
于患者双踝下，将患者的下
半身移向同侧床沿。

4.协助侧翻：一手扶肩，
另一手扶膝，轻轻将患者推
向另一侧，在其背部放置软
枕，使其背部斜靠在软枕上，
胸背部与床面成30度。

5.调整体位，使患者舒
适：照顾者为卧床患者翻身
的动作应轻盈，避免拖拉拽
等 粗 暴 动 作 。 一 般 白 天
1-2 小时翻身一次，必要时
每 30 分钟翻身一次，晚间
3-4 小时翻身一次，以保证
患者睡眠。（广东省第二中
医院针灸康复科副主任中
医师 聂斌）

晨起后喝淡盐水
可能加重缺水

早晨起床后喝淡盐水
没有必要，淡盐水本身并没
有所谓的通便、排毒的功
效。晨起后，人体本就处于
缺水状态，喝淡盐水不仅不
能补充水分，还可能加重机
体缺水的症状。我国大部
分人普遍盐摄入超标，并没
有做到“减盐”。在盐摄入
量超标的基础上，每天再增
加一杯淡盐水，等于又多摄
入了盐分。因此，并不建议
晨起后喝淡盐水，早起后喝
一杯温开水即可满足人体
需求。（河南省人民医院营
养科医生 王雯）

感冒蒸汗很危险
汗蒸虽好，但也挑人。

汗蒸比较适合风湿、类风
湿、肥胖易疲劳患者。而对
饮酒或饱餐后，孕妇、有心
脑血管、哮喘、肺炎、贫血、
感冒发烧等疾病的人来说，
这种被迫大量出汗的方式
会引起体液减少，加重心脏
负担。建议单次汗蒸时间
30 分钟左右为宜，耐受力
强者可适当休息后再蒸20
分钟。汗蒸前先喝两杯水，
在蒸的过程中也要及时补
水；汗蒸后要在温度适中的
室内等汗干半小时后出
门。（湖北中医药大学临床学
院康复教研室博士 章程鹏）

室内跑步防伤膝
受天气、场所制约时，

不少运动达人会选择在跑
步机上锻炼。因不科学的
运动造成关节损伤，比如
诱发“跑步膝”的情况，临
床不少见。患者的主要症
状是膝关节肿胀和疼痛。
使用室内跑步机时，建议单
次跑步时长不宜超过 1 小
时，且速度和坡度都要适
中，要和个人身体条件相适
应。在跑步机匀速跑的过
程中，一些人跑着跑着习惯
性地内八字了，自己却浑然
不觉。内八字的跑姿很容
易诱发膝关节劳损。（暨南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医
学中心副主任 李劼若）

多数鼻炎不用手术

慢性鼻炎患者如果存
在鼻甲肥大、药物治疗不
敏感导致鼻通气障碍，需
手术治疗。但应该注意，
部分患者症状和实际检查
所见不一致，比如患者自
觉通气不畅，但实际上通
气并没有明显受阻。有的
鼻炎患者感觉鼻子堵，心
理感受占很大的比重，这
类患者即使做了手术也很
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不建
议手术（慎做手术）。鼻炎
选择手术治疗的比例不到
10%，大部分鼻炎不用手
术 治 疗 ，遵 医 嘱 服 药 即
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任 姜学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