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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骤降三类疾病需重点防护
西安气温骤降 14℃，北京
气 温 迎 来“ 腰 斩 ”，长 沙 骤 降
8-10℃……前几天还过着 30
多度的高温天呢，这几天气温
转眼降到 10 多度，
让人猝不及
防。专家指出，
气温骤然转凉，
且昼夜温差加大，老年朋友应
警惕疾病来袭，
做好防护。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咽炎的人
群也容易合并感染。如果发现
老人莫名精神差，
食欲不好，
需
到医院检查，排除肺炎。预防
需注重保暖，
房间每日通风，
注
意锻炼身体，增强免疫力。另
外，
尽量不要熬夜，
保证充足的
睡眠。
长沙市疾控中心专家提
气温骤降，
最易引起上感
醒，
近期流感病毒活跃度增加，
5
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岁以下儿童、
慢性病患者等是高
主任时军说，
气温骤降，
最易引 危人群。在冬春季流感流行高
建议老人、
孩子等易感人
起感冒。感冒是自限性疾病， 峰前，
一般病程为 7 天左右。如果只 群接种流感疫苗防患于未然。
是轻微的流鼻涕、
打喷嚏、
咳嗽
各类骨科病患明显增加
等，
可以通过多喝开水、
多休息
等方式缓解症状。但老人和儿
山东德州市中医院康复
童感冒后应及时就医服药。
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希良说，
南京中大医院呼吸科副 天气转凉后，各类骨科疾病患
主任医师韩淑华指出，气温大 者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其中老
起大落，
肺炎、
支气管炎或者上 年患者居多。近段时间内，来
呼吸道感染的概率会增加，有 治关节痛的中老年患者较多。

拐杖也分左右手款

挑选拐杖，一定要先了
解需要左手拄拐还是右手
拄拐。按照人走路的动作
规律，
一般左腿使不上劲，
要
用右手拄拐；
右腿使不上劲，
则要用左手拄拐。
现在药店、医疗器械店
以及网上有一种四脚拐
杖。这种拐杖是分左右的，
拐杖的四个脚中，朝向其中
一侧的两个脚较长，朝向另
一侧的两个脚较短。拐杖弯
头向前时（拄拐时习惯让弯
头向前，更好使劲），拐杖长
脚在左、短脚在右的是左手
用的，
长脚在右、
短脚在左的
是右手用的（如图）。让长脚
远离身体，
短脚靠近身体，
既
可防止被拐杖的长脚绊倒，
也可以防止把拐杖踢倒。
不过很多四脚拐杖的方
向是可调的，把左手款的调
节杆旋转 180 度就变成了右
手款。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
秘书长 许晓鸣）

■名医博客

议多做耸肩锻炼肩关节，多做
关节屈伸锻炼肘关节、
腕关节，
一组做 20 次即可。
老年人要小心心梗
在上海部分医院急诊输
液大厅，这几天来打点滴的患
者比比皆是，气温的突降让许
多心血管疾病患者病情发作。
上海浦东新区公利医院心内科
主任医师陆继德说，
通过休息以
及口服保心丸、
硝酸甘油后，
没
有缓解的病人要及时就医，
如胸
疼时间特别长或程度特别重，
要
及时拨打120。
南京中大医院老年科主
任邹继红指出，
有高血压、
冠心
病的老人要特别防止便秘，
以清
淡饮食为主，
多吃富含纤维素的
食物。建议晚上睡前和早晨起
床后最好喝杯水，
降低血液黏稠
度。
（整理/本报记者刘惠）

头晕、
手酸痛无力或因动脉硬化

锁骨下动脉硬化闭塞症
是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在局
部的表现。该病在临床很常
见，
45 岁以上、
吸烟、
糖尿病人
是高危人群。锁骨下动脉位
于肩膀下，其作用是给上肢供
血，同时它上面的分支会给大
脑、心脏供应一部分血液。它
的狭窄可使大脑供血不足，严
重时会增加脑梗的风险。
两种症状跟锁骨下动脉
有关 当发生锁骨下动脉硬化
闭塞症时，临床会出现两个典
型症状：一是有闭塞病变这一
侧的胳膊提重物有酸疼感，必
须把重物放下才缓解；二是旋
■运动健身

这些患者的身体抵抗力一般，
夏天经常吹空调，等天气转凉
后，或过度劳累、轻微扭伤后，
容易从开始的发作性疼痛转变
为持续性疼痛。有的患者还伴
有关节肿胀，或者活动时突然
剧痛，这就需要及时到医院治
疗，
以防出现关节活动障碍，
病
情加重。
“膝关节疼是季节性的
疾病，
天气转凉时，
尤其要注意
保护关节，
注意保暖，
避免过度
运动。
”
刘希良说，
早期骨关节炎，
可采取保守治疗（主要是休息、
康复运动理疗、
口服药物等），
可
有效缓解疼痛、
延缓病情。
河北中医医院骨科主任
任德广说，
气温骤降，
身体抵抗
力下降时，风湿病也易复发和
加重。他开了一个补肾温阳、
温暖关节的中药方：狗脊 20
克、杜仲 15 克、牛膝 15 克、山
茱萸 20 克，
泡茶或煎服。他建

转性头晕，尤其是视物时有旋
转感的眩晕。
自测注意双上肢血压差值
除参考上述症状外，
最简单可
行的自测法是检查手腕动脉，
确
切的位置是在大拇指根部的延
长线上，也就是中医号脉的地
方。如果发现跳动的强度明显
低于另外一侧手腕脉搏或消失，
就要进一步检查上肢的血压。
正常人双上肢血压差在
20 毫米汞柱内，
如果血压差值
大于30，
需尽快就诊，
检查脑血
流和颈动脉超声，以明确是否
存在锁骨下动脉狭窄、
闭塞。
头晕的诱因复杂，病因有

颈椎病、颈动脉狭窄、脑梗、美
尼尔综合征等，鉴别很关键。
即使头晕症状不典型，
也建议到
医院就诊，必要时接受头颅核
磁、
颈椎核磁及内耳功能检查。
治疗方案首选支架手术
治疗锁骨下动脉狭窄程度严重
或管腔闭塞，首选支架手术。
由于动脉硬化是患病主因，故
患者除治疗外，
还需严格降脂、
戒烟，
治疗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
性病。建议 40 岁以上人群每
年做脑血管和颈动脉超声检
查，及早发现颈动脉或锁骨下
动脉的异常。
（北京宣武医院血
管外科副主任医师 郭建明）

健步走比遛弯效果好

走路是一项老少皆宜的
运动。许多人虽然每天行走
过万步，
但都属于
“生活步数”
，
只能起到放松和维持肌肉新
陈代谢和力量的作用，不能达
到运动健身的效果。想要走
出健康，应该选择有一定强度
的健步走，步行频率应在每分
钟 120-140 步。
时速在 4.5 公里的健步走
可达到健身目的，但也因年龄
而异。年轻人一般 7 至 10 分

钟走 1 公里，步幅在 0.75 米左 步过程中，最好抬头挺胸、肩
右为佳。但到了四五十岁，走 部放松，收紧腹部，不要翘臀，
1 公里需 10 分钟以上。不过， 双臂紧靠身体。锻炼最好每
并 非 所 有 人 都 适 合 健 步 走 。 天保持 20 分钟至 40 分钟，不
青壮年和平时经常运动的人 可贪多。一定要遵循科学规
参与这项运动没问题，但部分 律，不能一开始就高速走几公
体弱的老年人不要盲从。健 里，可以先参加低速健步走，
步走能锻炼心肺功能，但需长 让身体适应后，再逐渐提高速
期坚持才有效果。
度和长度。另外，鞋子不仅要
建议健步走时不要向上 舒适合脚，还要柔软有弹性。
或向下看，要目视前方，脖子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
和身体保持成一直线。在走 院副教授 赵纪生）

看电视不会换台
原是患了老年痴呆
罗女士今年 80 岁，一
年前就出现刚做过的事或
说过的话不记得，熟悉的
人叫不出名字，独自外出
有时找不到回家的路的情
况。近几个月来，罗女士
开始出现情绪焦躁不安，
家里的电视也只会开关，
不会换台，复杂的衣服总
也穿不好。家属这才带罗
女士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精神科咨询，被确诊为
阿尔茨海默症（中期）。
该院神经内科副主任
李萍介绍，遗忘和记忆力
逐渐减退是阿尔茨海默症
早期最突出的症状，到中
期后有些病人以日常生活
能力下降为主要表现，有
些病人则会出现比较明显
的精神症状，甚至还有打
人、
毁物、
自伤等过激表现，
需结合抗精神病药物联合
治疗。
（通讯员 袁海燕）

牙线有标准操作法
使用牙线有标准操作
方法。首先拉出长度为
20-40厘米的牙线（轴式牙
线），用包装盒上的金属刀
片切断。然后双手缠绕牙
线两端，
固定后以拉锯式运
动滑进牙缝中。这个操作
要小心，
因为用力过头会伤
害到下面的牙龈。先向同
一方向拉紧牙线两头，
呈V
形，之后上下滑动，从牙龈
下面到牙齿上端，
重复 2-3
次。接着换另一方向，
做重
复动作。然后把牙线滑出
牙缝，换一段干净的牙线，
对下一个牙缝进行操作，
直
至所有的牙缝都清洁完毕，
最后漱口清洁。
（北京口腔医
院综合治疗科副主任 周建）

爱护肾脏四不要
爱护肾脏要做到四
“不要”：1.不要吃腌制食
物，不要吃太咸，控制味精
的摄入；
2.不要口渴了才喝
水；3.不要熬夜、疲劳；4.不
要乱吃药。有的人为了强
身健体喜欢吃各种保健
品，结果肾功能受损，建议
吃前咨询医生。
（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肾内
科主任 胡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