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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编长微信提醒健康过冬
褚建东是河南洛阳市西
工区市府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一位家庭医生，
每到季节交
替时，
他总能敏锐地觉察到辖
区老人的健康变化。前几天，
他给辖区老人编发了一条健康
提醒长微信，
这些文字犹如冬
日暖流，
让人倍感温暖。让我
们一起看看这份
“健康预报”
都
有什么内容吧。
（摘编自《洛阳
晚报》
）
血压波动，
老两口先后住院抢救
我最近接诊的血压波动
的老年人很多，他们大部分有
高血压史，平时不太注意。最
让我惋惜的是一对 80 多岁的
高血压夫妇，他们平时不按时
吃降压药，
也很少监测血压，
结
果前几天相继脑梗发作，
前后脚
住院抢救。

使用膝盖忌五个字
老年人对膝关节的使用不
能随心所欲，
要避免伤膝行为。
蹲 研究表明，平躺时
膝盖的负重为零，而蹲下时
负重是体重的 8 倍。建议老
年人和肥胖人群少做下蹲动
作，
不要蹲着择菜、
洗衣、
擦地。
跪 跪着时，
膝盖的负重
大约是身体的 8 倍。关节软
骨磨损的概率也增大，
肌腱更
容易受伤，
膝关节退化较快。
爬 上下楼梯或爬山时，
膝关节承受的重量是平时的
3—5倍，
会加速关节老化。
跷 跷二郎腿会增加患
骨关节炎的风险。
静 关节软骨的一部分
营养是靠运动挤压关节滑
液来供给软骨的，一动不动
也会造成关节软骨的“营养
不良”，建议经常变换体位，
不要久坐不动。
（浙江医院骨
科副主任医师 郑菊芬）

没性致查查激素
在门诊会经常遇到这
样的问题：
“大夫，我感觉自
己‘ 性 致 ’不 高 ，这 是 怎 么
了？”很多人认为没性致是
年龄到了，其实不是。除了
器质性问题、精神心理问题
外，遇到性欲低下的问题最
好查查有无性激素异常。
性激素对维持男子的
性征和性功能十分重要，成
年男子体内性激素分泌异
常也会诱发性欲低下。临
床一般将此类情况分为两
大类：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
和继发性性腺功能减退。对
这类疾病，如果无法恢复睾
丸功能，睾酮替代是主要治
疗方法。进行睾酮替代前，
患者必须告知医生自身所患
疾病，特别是前列腺癌或乳
腺癌（男性）、肝脏，心脏、肾
脏疾病，扩大前列腺癌等。
（河南省中医院中西医结合
男科主任医师 王祖龙）

正值气温频繁变化时，血
压容易波动，
建议您这段时间每
天都测测血压，
可以在上午9点
至10点、
下午4点至5点这两个
时间段测，
睡前也可以测一下，
最好把每次血压监测的结果都
记下来，
把血压控制好，
该调药
及时调药，
该就诊及时就诊。

期如果您出现肋间疼痛或胸
疼等症状，甚至是头疼或耳朵
疼，
要考虑患带状疱疹的可能，
最好及时治疗。
心脏不舒服其实是情绪出问题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抑郁
症高发期，很多人表现为情绪
低落，
但更多的人表现为头晕、
带状疱疹治疗不及时易留后遗症
头疼、心慌、胸闷、胃肠道不舒
季节交替，病毒活跃，近 服甚至失眠，如果检查并未发
期 50 岁以上带状疱疹病人也 现明显异常，
要警惕抑郁症。
多了。带状疱疹不可怕，可怕
近期我接诊的抑郁症患
的 是 耽 误 治 疗 留 下 后 遗 症 。 者明显增多，以中老年女性居
前些天我接诊了一位 80 多岁 多，但她们很少意识到自己情
的老太太，她左侧腋下疼了几 绪生了病。前几天，
一位 50 多
天，
以为是冠心病发作了，
又是 岁的中年女性，两次来找我都
吃 药 又 是 贴 膏 药 ，但 都 不 管 说心脏不舒服，给她做心电图
用。我把她的膏药一揭掉，发 等检查都没问题，其实是焦虑
现已经出了大片疹子。虽然 抑郁情绪导致她出现躯体症
积极住院治疗了，但老人还是 状。我开导了她半个多小时，
留下了神经痛的后遗症。近 又让她吸吸氧，她的不适症状

才慢慢缓解。虽然天冷了，但
大家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运动
量，
慢走、
游泳都挺好。天晴时
出去晒晒太阳，去公园赏赏红
叶，
必要时找心理医生聊聊。
呼吸道不太好，
及时打肺炎疫苗
最近，
门诊咳喘、
慢阻肺患
者明显多了，
大家要注意戴好口
罩，
早晚用淡盐水漱漱喉咙，
效
果不理想可找医生对症处理。
对于呼吸道不太好的老
人，我有两个建议。一是及时
打肺炎疫苗。一旦有发烧、咳
喘，
及时治疗，
千万别拖。二是
在家做做氧疗。买台质量合格
的家用吸氧机，
每天吸两次氧，
没事多做做缩唇呼吸。有个慢
阻肺的老病号，之前每年一到
冬天就犯病，
后来通过规范治疗
加吸氧和打肺炎疫苗，
已两年没
住过院了。

四种病最怕便秘
某些病如果与便秘碰到一
起，
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可能是
“雪
上加霜”
。以下四种病最怕便秘。
高血压 高血压患者需长
期服用降压药，部分降压药如
利尿剂、
钙离子拮抗剂（如硝苯
地平）有引起便秘的副作用。
高血压患者一定要保持大便通
畅，
以防在用力时导致脑出血、
心律失常等意外。同时应定期
监测血压，
规律用药，
如果出现
头晕、
剧烈头痛、
恶心、
呕吐、
看
东西不清楚、
肢体麻木、
抽搐等
情况，
应及时诊治。
肛裂、
痔疮 肛裂患者排便
时会出现撕裂样的剧痛，
所以常

会憋着大便，
造成便秘，
等排便
用力时又加重肛裂的症状，
形成
恶性循环，
甚至诱发肛瘘。长期
便秘的患者通常伴有痔疮。建
议肛裂和痔疮患者应注意保持
大便通畅，
缩短排便时间，
如保
守治疗无效，
考虑手术治疗。
肝硬化 很多肝硬化患者
有便秘的症状，便秘可能会诱
发肝性脑病等严重的并发症，
甚至出现肝昏迷。有便秘的肝
硬化患者，
饮食应以清淡、
易消
化为主，注意营养均衡。多吃
绿叶蔬菜、水果等，不要吃硬
的、
不易消化的食物，
当心消化
道出血。出现便秘应及时处

理，
但不可乱用泻药。
腹部疝 疝患者如果长期
便秘，排便时用力会导致腹内
压增高，引起疝的症状加重。
疝患者出现便秘，需及时找专
科医生就诊，必要时做腹部 X
片或 CT 检查，明确腹腔内具
体情况。如果没有明显的肠梗
阻表现，可外用开塞露通便或
进行灌肠治疗，也可服用润肠
通便的西药制剂。预防疝的发
生就是要避免腹压增加，
建议多
喝水、
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
避
免突然抬、
举重物，
防止呼吸道
感染及慢性咳嗽。
（火箭军特色
医学中心肛肠外科主任 丁健华）

“全胃切除，
我还能吃饭吗？
”
“医生，
胃癌要把胃都切掉，
那以后我怎么吃饭？
“
”医生，
能
不能给我留点胃？
”
面对医生，
很
多胃癌患者往往这样发问。
无论是行全胃切除还是
胃次全切除的患者，胃癌术后
都需要经历禁食-少量饮水清流质-流质-半流质-普食的
过程。一般患者在能吃流质饮
食时就可以出院，
因此，
术后住
院期间，全胃切除和胃次全切
除的患者术后饮食没有区别。

出院后，胃次全切除术后
的患者由于保留了部分胃，消
化功能恢复较快，在 3 个月左
右就能逐步从流质恢复至普
食，饮食与正常人无异。但全
胃切除患者，由于失去了胃的
消化和储存功能，需要少食多
餐，让小肠逐渐代偿适应部分
消化功能，虽然最后也能逐步
恢复到正常饮食，但需要的时
间要相对长一点，但营养吸收
能力与留胃患者是一样的。这

是因为人类食物的营养吸收主
要器官是小肠，而胃最主要的
功能是研磨消化食物，全胃切
除并不影响营养吸收功能。
外科医生在手术时，
能保留
部分胃时都会尽量保留。胃切除
后，
患者会因维B12、
叶酸和铁蛋
白缺乏而出现贫血。因此，
全胃
切除患者术后复查时要定期检测
维B12、
叶酸和铁蛋白水平，
避免
贫血的发生。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胃肠外科主任 徐大志）

预防卒中遵循
“六字诀”
冬季气温骤降，血管对温
度变得敏感，易导致血压值异
常上升，
若不加以注意，
非常容
易引起脑中风。我总结了预防
卒中的
“六字诀”
，
供大家参考。
静 狂喜、暴怒、忧郁、悲
哀 、恐 惧 和 受 惊 都 会 诱 发 中
风。患者应保持乐观的心态。
动 每天坚持散步，做体
操或打太极拳等柔缓的运动，
以增强体质。尤其是肥胖的人
要通过运动来控制体重。肥胖
的人，
特别是苹果型肥胖（以腹

部肥胖为主），易患高血压、糖
尿病，
所以也易发生中风。
节 作息有时，避免用脑
过度、过度劳累。经常工作到
深夜、睡眠不足、应酬频繁、旅
途劳累，
看电视时间过长，
都会
导致中风的发生。尤其是患有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人，
过劳往往是中风的诱因。所
以，
无论工作或学习，
都要张弛
有度，
劳逸结合，
饮食有节。
治 对高血压病、高脂血
症、
糖尿病、
冠心病或其它心脏

病伴有房颤等基础病者，应及
早进行有效治疗。
勤 中风好发于 40 岁以上
人群，
建议每年定期体检，
及时发
现中风危险因素，
尤其老年人应
勤测血压、
血糖、
血脂等。
快 一旦出现中风先兆，
快到医院就诊。中风先兆主要
表现为自觉半身无力或半身麻
木，
突然说话不灵或吐字不清，
甚至不会说话，
但持续时间短，
最长不超过 24 小时。
（江苏省
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吴明华）

落枕后试试热疗
一般来说，落枕较多
出现在早晨，因而很多人
觉得，落枕就是因为自己
睡相不好。实际上，气温
的变化才是落枕的关键，
因为风寒、寒邪入侵人体，
会导致筋脉拘急，此时动
作失当，比如突然的抬头、
打喷嚏甚至梳头，都会引
起
“筋出槽，
骨错缝”
。
落枕后，只要不是出
现剧烈的疼痛，或者是动
作受限，可以采取热疗的
方式来缓解，比如用电吹
风，调整到自己颈部皮肤
能承受的热度档位，吹个
三五分钟，直到脖子可以
灵活转动。或者也可以选
择热毛巾，或者热水袋（温
度应低于 45℃）捂着颈部，
只需注意不要把自己烫
伤。如果疼痛比较剧烈，
头没法转动，甚至吞口水
也疼了，就要及时到医院
去治疗。
（浙江医院推拿科
副主任 郑胜明）

这类肺结节要当心
新冠疫情后，因胸部
CT 体检的普及，肺结节的
发 现 率 是 此 前 的 2—3
倍。很多人拿到检查报告
后，总会被上面的“结节”
“ 磨 玻 璃 影 ”吓 得 不 知 所
措。其实，90%的肺小结
节都不是肺癌。细菌感
染、真菌感染、结核、炎性
肉芽肿等，都会形成肺结
节，经过正规的抗感染治
疗，结节也会消失。不过，
如果是消炎治疗搞不定的
肺结节，
就要特别当心了。
体检发现的肺结节既
不能忽视，也不可盲目手
术。一般来说，
5 毫米以下
的肺结节可观察，
半年复查
一次 CT。如果是 5 毫米以
上的磨玻璃结节，
有恶性迹
象的，建议及早手术切除。
早期肺癌术后可以不放化
疗，
患者少吃苦少花钱。肺
癌是目前国人的头号杀手，
建议年过40岁的居民在每
年的健康体检中加做低剂
量 CT，以便及早发现。
（武
汉市第一医院普胸血管外
科副主任医师 祁雯）

如何预防高尿酸
众所周知，高血压、高
血脂、高血糖是我们通常
说的“三高”，现如今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出现“第四
高”——高尿酸。为什么
呢？原因除了遗传因素，
还有不良的生活方式。比
如喜欢喝饮料、酒类，吃火
锅、烧烤，吸烟，运动少，熬
夜多，压力大，等等。因此
我们建议每天喝够 1500
毫升水，少吃高糖的食物，
减少肉类摄入，每周保证
150 分钟的运动时间，
戒烟
酒，这样可以预防高尿酸，
防止痛风发作。
（武汉市中
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医师 汪毓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