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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不少人发现，上了年纪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
爸妈出门旅行一趟回来，常常
没有得到放松，反而累到病
倒，要跑医院。这些患有慢性
病的中老年朋友平时都能很
好地控制病情，为何出游放松
散心回来，反而就病倒了呢？

临床观察发现，这其中重
要的原因是，患有慢性病的中
老年人出门旅游时常常错误
携带及使用药物。那么，正确
做法是什么呢？

高血压患者：保留药物原
包装，避免误服 高血压患者
需长期甚至终生服用降压
药。首先要注意，在血压没有
控制平稳的情况下，不推荐外
出旅行，尤其是前往高海拔
地区。研究表明，高海拔地区
容易导致人体缺氧，使血压不
易控制。其次，高血压药物品
种繁多、外形相似，脱离原包
装 后 极 难 辨 认 ，易 发 生 误
服。一旦误服，可能引起严
重的低血压反应。因此，出行
期间，要尽量保留药物原包装，
将每种药物做好标记，标记的
内容有药品名称、用法用量、服
药时间等。

高血压常需联合服用多
种降压药，在出游中，一定要

记住按时服用。出游宜携带
血压计，勤测血压，一旦血压
控制不好，不要随意增加剂
量，应及时就近到医院治疗。
血压波动与生物钟有关，如果
是出国旅行，要设定闹钟按规
定时间服降压药。

糖尿病患者：出行时最好
携带双倍药品 糖尿病患者如
果血糖控制不好，忽高忽低，
剧烈波动，也不宜旅行。

2型糖尿病患者常需口服
二甲双胍、阿卡波糖、格列美
脲等降糖药。旅游中有可能
会出现遗失东西的情况，为了
有充足的药物可以使用，出行
时最好携带双倍的药品，分开
放置，给每种药物标记用法用
量、服药时间等。为应对延误
用餐的情况，需随身携带糖
果、巧克力、小饼干等，以防低
血糖。在出行中，应严格按出
行前的服药时间规律服药。

如果需要注射胰岛素，记
得携带胰岛素注射笔、胰岛素
笔芯、酒精棉片等，还需注意
以下7点。1.记录好胰岛素的
开封时间、注射时间、注射剂
量等信息。2.对于未开封的
胰岛素，须携带胰岛素冷藏盒
用于存放。3.如果是打开过
的胰岛素，要保证存放温度不

超过25℃，在4周内用完。4.
勿把胰岛素放在冷冻室、窗台
上、空调出风口等过冷或过热
的位置，避免高温和日光直
晒。5.从冰箱中取出胰岛素，
需在室温放置 20 分钟后注
射；每次使用胰岛素前都应检
查有效期，并观察药液是否有
结晶或絮状物。6.如果需要
携带胰岛素上飞机，一定提前
请医生开好相关证明（诊断证
明或药物处方），以避免不必
要的麻烦。7.建议糖友们出
行时随身携带便携式的血糖
仪，用于实时监测血糖。

冠心病患者：备好急救
药、急救卡 冠心病患者出行
时，应随身带急救药盒，放入
硝酸甘油、亚硝酸异戊酯等急
救药物。硝酸甘油应放在棕
色等颜色较深的药盒内，旋紧
盒盖，密闭保存。它具有怕热
的特性，随身携带时不能放在
贴身的衣兜里，以免受体温、
汗水的影响，降低药效。

最后，建议患有冠心病的
朋友在出行时，携带一张“急
救卡”，上面注明姓名、住址、
电话号码、所患疾病、急救药
物的存放位置和使用说明。
（福州市第一医院主管药师
戴亨纷）

慢病者出行带药有窍门

夏季是心脑血管意外高发的时
期。下面三个坏习惯会让心脏很受伤。

1.口渴后大量饮冰水，易加重心脏
的负担。建议：夏天喝水不能一次摄
入过多，要少量多次，每次喝50—100
毫升。以白开水为主，出汗多时要适
量补充电解质，如盐分、钾，少喝碳酸
饮料及其他含糖量高的饮料等。晚上
睡觉前和早晨起床后应喝一杯水，以
降低血液黏稠度，预防血栓形成，减少
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可能。

2.冲冷水澡迅速降温，易导致冠脉
痉挛、斑块破裂、形成血栓，造成急性
心梗。建议：外出回家后，应先擦干身

上的汗，休息 10—15 分钟，再用温水
洗澡。洗澡时间控制在 20 分钟内。
饥饿和饱餐状态下不能洗澡。

3.长时间待在空调房，一旦外出到
高温的环境中，温度的骤然变化很容
易导致血管急剧收缩或扩张，引发心
脑血管意外。建议：先缓上几分钟再
进出空调房。在家时，空调温度要慢
慢调低，设定在26℃—27℃，温度不要
过低，与室外温差不要超过8℃。去商
场、地铁等冷气很足的室内场所时，要
提前备好一件薄外套，以防受凉。（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内
科护师 朱酉琦）

改掉三个坏习惯，减少心脑血管意外

67岁的张女士十年没进过医院，
最近却因小感冒诱发支气管炎，需住
院治疗。她感叹：民间流传“小病不
断，大病不犯”，认为长期连感冒都不
得的人，反而容易得大病，看来是有道
理。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小病不断”是免疫力低的
表现。体内的防御力量处于劣势，才
会让感冒、扁桃体发炎等小病反复出
现。不少人认为“小病不断”可增强身
体免疫力，从而“大病不犯”。事实上，
这个说法并不成立。如果经常感冒可
以增强免疫力，那结果应该是得了几
次感冒后就很少再生病，而不是继续
栽跟头。免疫力要识别并消灭外来致
病物质，同时要识别和处理人体内出
现的少量衰老、死亡、变性的代谢细胞
和突变细胞。一旦免疫系统失调，免
疫力下降，就可能增加肿瘤等大病的
风险。

民间流传“小病不断，大病不犯”

的说法可能和“小病不断”人群对身体
关注度较高有关，这些人平时有头痛
脑热就会去医院查查，即便是恶性程
度较高的疾病也能早发现、早治疗，不
让它变成大病。相反，身体一直不错，
长时间处于健康状态，容易让人对自
己的身体产生误判，即使身体出现了
不适症状，也得不到重视，等到症状严
重时再就医，小病反而容易拖成大病。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免疫力也
在慢慢变“老”，年龄越大，个体免疫力
之间的差距也越明显，不能以平时是
否“小病不断”来衡量身体健康程度。
免疫力处于平衡状态才是保证身体健
康的关键，免疫力低下或过强都容易
致病。建议老年人可通过适当的运
动、补充营养素来保持免疫力平衡，如
适量食用牛奶、豆制品、萝卜、香菇等，
补充微量元素、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病
科主任 闫俊丽）

“小病不断，大病不犯”说法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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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医院送您自制“明星
药”》后，已接到 50 多位读者
来电申领免费药。现还有少
量如下药品可继续领取：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虎梅清
咽颗粒、虎梅清咽片、尿素乳
膏、硼酸维 E 搽剂；湖南省妇
幼保健院的阴炎净洗液、鞣
酸软膏；湖南中医药大学附
二医院的复方芩柏颗粒；湖
南中医药大学附一医院的铁

笛润喉丸。
有需要者，周一到周五9:

00—17:00拨打18613998217
报名后，长沙读者可直接来快
乐老人报社（长沙市雨花区香
樟路红星国际酒店 7 楼）领
取。长沙以外的读者可邮寄
到家，邮费到付。提醒：想领
复方芩柏颗粒，需电话报名
后，去湖南中医附二医院门诊
一楼的互联网医院接待中心
处领。（记者刘惠）

名院自制“明星药”还可领

坐着看电视，一会儿就睡
着了；晚上常常失眠，记性大
不如前；吃饭时筷子掉在地
上；眼前经常发黑……这些情
况常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有
人以为，这是“人老变糊涂”的
表现，其实，这种情况要警惕
可引起卒中的常见病——颈
动脉狭窄。

据统计，25%—30%的颈
动脉狭窄与缺血性卒中密切
相关。大部分患者早期无症
状，有症状者主要表现为短暂
性脑缺血发作，可出现短暂性
的眼睛黑朦或看不清、头晕、
言语不清、四肢无力等症状，
多在数分钟或 24 小时内恢
复。超声检查是首选的筛查

颈动脉狭窄的手段。
在治疗上，对于颈动脉轻

度狭窄（狭窄度＜50%）者，建
议先控制危险因素，遵医嘱选
用抗血小板和他汀类药物治
疗。对于颈动脉中度狭窄
（50%≤狭窄度＜70%）者，需
坚持他汀类药物治疗，将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 1.8
毫摩尔/升以下，并加用抗血
小板药治疗。对于颈动脉狭
窄程度＞70%的无症状者或
狭窄程度＞50%的有症状者，
需考虑外科手术，如颈动脉支
架植入术，特别适合有心肺疾
病的高龄患者。（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
师 郭宝磊）

“人老变糊涂”或因颈动脉狭窄

7月25日—7月31日是全国第四
个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
是“改善老年营养，促进老年健康”。

“民以食为天”，吃是维持生命的基本
行为，能让健康状态更持久。老人随
着年龄的增加，器官功能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衰退，摄取、消化、吸收食物的
能力都会受到影响。膳食营养是保证
老年人健康的基石，合理搭配，营养均
衡至关重要。如何保证老人的膳食合
理呢？营养专家给老年人提出了针对
性的指导意见，日常多饮用适合老年
人体质的牛奶，有助于老年人健康。

调查统计显示，我国中老年健康
消费主要聚焦在医疗医保、食品保
健、户外运动三大类。医疗医保占比
最高，达 28%；其次是食品保健，达
25%。近五成的中老年人在食品保
健上的消费占全部健康消费支出的
40%以上。越来越多的银发族对于
健康的追求不再停留于“有病治病”
的表面，开始向“未病先防”转变，为
自己的健康买单已经成为新时代老
年人的生活新趋势。针对老年人的
这一健康需求，快乐老人报社对市面
上大部分的中老年奶粉进行调研，发
现绝大数中老年奶粉还是从基础的
营养补充出发，以高钙、高蛋白为主
打卖点。其实，针对中老年人的骨质
流失问题，有专家认为，光有基础的
营养补充还不行，还需要再给老人的
身体健康加上一道“防护罩”。

经过前期的调研和论证后，快乐
老人报社在一众中老年奶粉品牌中，
选中了值得信赖的大品牌——湖南
孝星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中老年羊
奶粉“唐立降”。2日，湖南孝星乳业
有限公司与快乐老人报社正式达成

合作。湖南孝星乳业有限公司市场
部负责人王静、快乐老人报社营销中
心负责人杨蓓作为双方代表签署合
作协议，这也标志着快乐老人报社携
手孝星乳业，将为广大老年朋友提供
一站式老年营养健康服务。

随着中老年人身体代谢速度降
低，一些慢性疾病随之发生，比如我们
常说的“三高”。针对体重超重、血糖
高等问题，研究显示，低GI食品具有
显著改善效果。GI指的是食物引起血
糖升高的能力，能较为确切地反映食
物摄入后人体血糖的生理状态。长期
的低GI饮食，在控制体重、稳定血糖、
降低高血压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
是如今很多追求食疗养生人群的新选
择。作为专注于中老年健康管理的专
业营养机构，孝星乳业最新推出一款
以陕西生羊乳为奶基原料的中老年奶
粉“唐立降”，该乳品经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实验认证，其GI
值≤55，可以为高血糖人群解决控制
饮食引发的营养缺乏问题。

值此快乐老人报社与湖南孝星
乳业有限公司签约之际，双方携手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感恩读者福利回馈
活动，凡是在活动期间购买湖南孝星
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中老年羊奶粉

“唐立降”，即可享受读者优惠价格，
详情请致电400—611—0858。

本报携手孝星乳业为老年人
提供一站式营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