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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杜伟不幸于5月17日在特拉维夫去世，初步
判断因健康原因意外去世，具体还需核实。有报道称，当地警方初步
调查，现场无暴力痕迹，死因相信是心脏病。另有现场医务人员称，
杜伟可能是在睡梦中因自然原因去世。近几年，猝死事件频发，无论
是在睡梦中还是在正常工作生活中，突然的死亡总让人恐慌。究竟
哪些情况预示着猝死正在走近？我结合临床经验，归纳了有关猝死的
生活诱因及身体信号。（江苏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 褚明）

预防猝死
留心这5个信号

1.胸闷、胸痛

冠心病逐渐成为35岁
以上的人心脏性猝死的重
要原因。如果出现持续不
缓解的胸闷胸痛，要警惕心
绞痛，有可能合并急性心
梗，切不可大意。

2.心慌、心悸

明显的心跳加快，多数
大于 100 次/分，这种情况
多是窦性心动过速，是心脏
的一种应激反应，有时过度
劳累后会发生，提示身体要
休息。也有合并心律失常
疾病的心慌，往往心跳很
快，一般大于150次/分，这
种情况可以突发突止。

3.晕厥、跌倒

突发的心脏停跳，或心
跳过快，有可能引起迅速的
脑供血不足，导致人失去平
衡，从而跌倒。这种真性晕
厥，需去神经内科、心内科

进一步排查原因。

4.气短、下肢浮肿

明显的活动受限，比如
原先快走爬楼无明显不适，
后逐渐出现活动后气短、呼
吸困难症状，甚至伴随下肢
浮肿，这很可能是心衰加重
的表现。平素无症状的心
肌病患者，出现上述问题一
定要就医。

5.非典型症状

不良的生活方式＋明
确的冠心病高危因素（高血
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或有
冠心病病史，这些人必须警
惕一切不适症状。如果自
己属于高危人群，当出现难
以辨别的非典型心绞痛症
状，如持续牙痛、腹痛、后背
痛、上肢痛时，一定要特别
当心。如有难以诉说的乏
力、出汗，甚至浑身不适感，
极度疲劳，也要小心。

1.频繁熬夜

高强度的工作生活会明
显破坏身体的自然休息周期，
不利于各器官系统的新陈代
谢，特别容易导致某些器官出
问题。就好比骑马，再好的千
里马也要适当休息，不然只能
累死——猝死。当前年轻人
熬夜非常普遍，甚至形成夜生
活文化，从健康角度来说，绝
不值得提倡。

2.吸烟饮酒

所有人在经历烟草和酒精
刺激的同时，都感到心跳加速，
其实是体内自主神经系统的作
用。而大量吸烟或超量饮酒后，
自主神经功能一旦严重受损，
心脏性猝死也就不远了。很
多悲剧就是在醉酒后发生的。

3.剧烈运动

所有高强度的竞技运动，
都有可能发生心脏性猝死。
屡屡见诸报端的是马拉松比

赛选手猝死。美国新闻界统
计了2018年9～11月共3个
月的猝死运动员，结果达 16
例，以男性为主，70%为足球
运动员，近 90%为心脏性猝
死。正常的体育活动有益健
康，但运动强度过大不安全，
尤其对合并心脏基础病的貌
似“健康”的人群，更危险。

4.气温骤变

气温骤降常诱发心脏性
猝死，而炎热酷暑时，由于大
量出汗，使体内血容量减少，
同样会诱发猝死。

5.情绪波动

我曾接诊过一位女性，她
因非法经营美容院被送至看
守所。仅过了一晚上，她就出
现难以忍受的胸闷，检查发现
心肌明显损伤。所以，一夜的
焦虑或恐惧，可造成心脏明显
损伤，如若合并其他因素，很
可能发生猝死。

避免5个生活诱因 留心5个身体信号

案例 我和老伴都已退休了，日子过
得很宽裕。两个儿子事业都小有成就。
前些年，小儿子移民去了美国。大儿子
虽然和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但因工作
忙，也不能常回家。孩子们有出息了，我
们老两口却寂寞了，在美国的小儿子几
年都难见一面。以前，我和老伴有事没
事总想给孩子打个电话。给小儿子打越
洋电话太昂贵，那就给大儿子打。可大
儿子上班忙着呢，一听没什么要紧事，三
言两语就挂了。后来，我们也就不打
了。现在，我和老伴最怕的是过节，因为
好几年一家人都没有吃过一顿真正的团
圆饭了。（河北邢台 张先令 72岁）

点评 过于沉浸在想念儿女的思绪
中，把子女当成惟一的精神支柱，失去了
生活的乐趣，甚至失去了自我，这是大可
不必的。儿孙自有儿孙福，如此牵挂何

时了？不要把晚年幸福寄托在别人身
上。儿女长大成人离开原生家庭、自己
年老退休，都是自然规律，无法改变。既
然如此，就应从积极的角度来看问题，主
动在新生活中寻找新乐趣，不要再把心
思都放在儿女身上了。现在老年大学、
老年社团有很多，内容相当丰富，走进他
们中间，常和朋友串串门、聊聊天、旅旅
游，是放松身心的最佳良药。

都说老年人最怕孤独，老年人也
最易孤独。其实说到底，孤独只是一
种心理现象：有的人身居闹市也倍感
孤独，有的人独处深山也不觉孤独。
为此，我总结了两句话与您共勉：热爱
生活，珍惜今天；顺其自然，从不抱
怨。不依赖子女和他人，对新生事物怀
有好奇心，就能减少孤独感。（北京同仁
医院临床心理科心理治疗师 赵梅）

空巢老人须自强■心理健康

长蛀牙不是小问题
金先生前年体检时被

告知后槽牙有一处龋坏，他
觉得不影响吃饭，迟迟不去
补牙。去年底开始，他开始
牙疼，几个月来暴瘦十余
斤。龋齿是细菌性疾病，可
继发牙髓炎和根尖周炎，引
起颌骨炎症。牙齿本身无
修复能力，龋洞形成后，只
能补牙补救。我国65岁以
上人群患蛀牙的比例达
98.4%，但八成未治疗。蛀
牙、牙周炎是牙齿脱落的主
因。建议养成早晚刷牙、饭
后漱口的习惯，睡前不吃零
食，正确使用牙线，每年洗牙
和检查口腔。（杭州红十字会
医院口腔科主任 洪滔）

康乃馨健康谈第三期——

注意！不要再忽视这些“小”问题，
它们都是盆底功能障碍

上期我们讲了盆地功能障碍的中医康复
方法，这期我们再来看看西医康复有哪些。

西医康复：盆底肌肉电刺激结合生物反
馈治疗结合盆底私密手法治疗

通过电流刺激神经传出纤维，重建神经
肌肉兴奋性，增强提肛肌、会阴深浅横肌、
耻骨阴道肌、耻骨直肠肌、耻骨尾骨肌、髂
骨尾骨肌、坐骨尾骨肌的功能长期电刺激
可增加盆底横纹肌中抗疲劳肌纤维数量；
生物反馈通过声音和（或）视图进行反馈，
指导盆底肌肉的运动及感觉协调功能。可
有效改善大小便障碍和盆底脏器脱垂的问
题，还可以加快阴道和会阴肌肉弹性的恢
复，提高性生活质量。

盆底私密手法治疗是通过手法感知盆
底肌状况，主要包括肌筋膜放松和扳机点治
疗。对盆底肌肉和盆壁肌肉进行评估，感受

并定位紧张挛缩的肌肉，并找到压痛点或扳
机点；对痉挛的肌肉筋膜进行拉伸和脱敏，
即手指以垂直肌肉方向拉伸缩短的肌纤维，
通过按摩拉伸，可以使痉挛缩短的肌肉舒
展，恢复供血，缓解疼痛。主要包括外阴、经
阴和经肛手法。外阴手法通过对会阴部皮
肤进行分区，增加感觉传入达到运动传出，
指导会阴浅层肌肉收缩状态进行调整。经
阴手法可缓解盆底肌紧张，解决疼痛；经肛
手法可通过手指刺激直肠缓解神经肌肉痉
挛，诱发直肠肛门排便反射。

中西医康复，前者重调理、后者重治疗，
二者有机结合能够有效改善盆底功能障碍
问题。因此，当您出现任何盆底功能障碍
的症状表现，请及时就医治疗，让康复治疗
还您干净舒适的生活。
康乃馨健康咨询热线：0731-88474562

张佳琪盆底•中医综合科康复治疗师/长沙康乃馨老年病医院

夏季阳光充足，人们室外活动多，被
认为是最佳的养骨季节。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骨科教授、91岁的傅荫宇认为，夏
季养好骨能减少全年的摔跤、骨折风险。

防骨折，只补钙不补骨胶原是误区
近10年来，我国老年人骨质疏松症的患病
率约23%，其中65岁以上女性患病率达
51.6%。年龄越大，得病风险越高。在我
国，70%~80%的中老年骨折因骨质疏松
引起。有些老人打喷嚏、转个身或剁个菜都
会骨折。不少老人摔一跤就卧床不起，不得
不接骨换骨。傅荫宇教授指出，对骨质疏
松症和伴随的骨折，应做到防患于未然。

人体由 206 块骨骼连接组成。这
206块骨骼，其实只需2种营养来滋养：
无机营养素（如钙、镁、磷，占骨骼的2/3）
负责维持骨骼的硬度和强度，有机营养
素（主要是骨胶原，占骨骼的1/3）负责维
持骨骼的坚韧度，是钙和磷的黏合剂。
真正强韧的骨骼，骨胶原和钙盐皆不可
缺。如果骨骼中光有钙而没有骨胶原，
骨骼就脆弱易折断，钙和磷也容易丢
失。因此，中老年人只单纯补钙而不补
骨胶原，不利于骨质疏松的防治和康复。

补充复合骨胶原，骨骼更强韧 胶原蛋
白是人体主要的结构蛋白质，在骨骼、皮肤、
肌肉、内脏中广泛存在，被称为“骨中之骨”

“肤中之肤”。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合成
胶原蛋白的能力下降，不能满足人体所
需，而大量的缺乏最终会导致骨质疏松。

防治骨质疏松优先补充复合骨胶
原。复合骨胶原能满足骨骼所需营养。
很多老年人“一不小心”就骨折了，“不小
心”总是难以避免，但预防骨折却有正确
的方法！与其为一次骨折花费数万元治
疗费，不如每天为骨骼供一次营养。骨骼
有营养，柔韧不易折，才是最好的选择！
由国家食药监管部门批准的、具有小蓝帽
标识的正规独家专利保健品和格骨胶原，
富含复合型粘多糖和Ⅱ型胶原蛋白等有

机营养素，有增加骨密度、防止骨量丢失
的作用，其采用国际标准研制，畅销全球
16年。每天补充足量，就能为体内206
块骨骼、78个骨关节提供养护。

补充复合骨胶原，认准Ⅱ型 复合骨
胶原的适用人群有长期补钙而效果不好
的人群，骨质疏松人群，患类风湿性关节
炎人群，长骨刺、关节疼痛肿胀的人群及
需增加骨密度、增加骨骼韧性的人群等。

全世界提倡补充骨胶原已有10年时
间，不少老人也吃过骨胶原，为什么有的人
说“好像没什么效”呢？原因可能是没吃
对。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是Ⅰ型、Ⅲ型胶原蛋
白。Ⅱ型胶原蛋白即复合骨胶原，由蛋白
多糖和糖蛋白组成。和格骨胶原有Ⅱ型
胶原蛋白专利（专利号：ZLO2120433.0），
既能保证胶原蛋白本身分子结构，又能保
持其活性，促进骨骼健康，增强骨密度。

十多年来，和格复合骨胶原以高品质
出口至美、英、法、日等全球5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100多家企业，其中包括美国辉
瑞、法国皮尔法伯、印度李氏制药等全球
知名企业，深受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格
骨胶原作为国内复合骨胶原（Ⅱ型胶原
蛋白）龙头，在复合骨胶原研究领域走在
世界前列，2006年9月21日、2015年12
月14日，央视《科技之光》之《骨骼强健有
良方》、央视《走近科学》之《蛋白在“进
化”》专题片先后进行了报道。

夏季养骨，终身受益

和格骨胶原湖南客服中心成立12年
来，一直倡导健康先养骨，呼吁中老年人给
骨骼多一份关注。若您正遭受骨病困扰，若
您有任何关于补充骨营养的疑惑，想咨询傅
荫宇教授，欢迎随时拨打0731-84483088
与我们联系，您也可直接到访和格骨胶原
长沙总部现场咨询，地址是：长沙市解放
西路蓝色地标大厦7168室，湖南省人民医
院对面。（文/杨蓓）

有骨骼营养疑惑欢迎来电咨询小
贴
士

用过的牙签及时扔
林女士被一根用过的

牙签扎伤右臂，因感染咽峡
炎链球菌，患了蜂窝组织炎，
住院1个多月，做了4次手
术。口腔内细菌上千种，大
多属正常菌群，但也有咽峡
炎链球菌等致病菌。它们
在口内无害，但若被转移到
伤口或其他部位，又没及时
消毒，易造成感染。用过的
牙签、牙线、纸巾应及时丢弃，
刺破的伤口应规范清创和消
毒，如没把握，尽早就医。（厦
门海沧医院骨科副主任 朱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