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此一说

尾椎骨折

需俯卧休息

群友：医生您好！ 前不久我摔了一

跤，当时是臀部着地，随后到医院拍片

显示我尾椎骨折。 现在我一直在吃三七

片、麝香接骨胶囊、中华跌打丸等药物。

请问我这样的情况，平时应该注意些什

么，同时还有哪些好的治疗方法呢？

贵州省肿瘤医院骨科医师聂远：尾

骨骨折如果移位明显，可以通过肛门行

手法复位，复位后避免坐位。

如果没有移位或移位不明显，通过

保守治疗即可。 如可俯卧休息，避免局

部压迫， 期间还可在医生的指导下，可

口服活血化瘀的药物。 此外，您上述所

提的几种药物都可以的，在经过一段时

间治疗后，一般疼痛会慢慢减轻，随后

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恢复情况，决定是否

可坐位休息。

内分泌紊乱

也会引起白发

群友：医生您好！ 请问除了年龄因

素外， 还有哪些因素会导致头发变白？

可有减少或改善白发的方法？

贵州省肿瘤医院中医科医师孟昭

英：除了年龄因素以外，如内分泌紊乱、

神经系统功能失调、遗传等因素等均可

以引起白发。

为此建议，在平常生活中，要保持

身心健康，如放松情绪，保持乐观的心

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有规律的生活方

式，再配合适度的运动。 另外，梳头建议

用木梳，不建议用塑料梳。 而饮食上，要

适当多吃一些黑芝麻、黑豆、枸杞子、何

首乌、大枣、菠菜、胡萝卜、桑椹，以及紫

葡萄等进行食疗。 本报记者 王杰 整理

健康团医生

答群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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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 19日（下周二）下午 14

时至 15时， 贵州省人民医院疼痛科副主

任医师、副教授康新国，将值守本报“专

家坐诊 健康热线” ， 针对如何科学有效

治疗关节、肌肉疼痛的话题，与广大读者

进行交流。

本期健康热线， 将招募两名患者，无

需挂号，即可在现场与专家进行面对面交

流。同时，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但凡

报名成功， 且如期来到现场的患者朋友，

可获赠由贵阳晚报健康团提供的 “全民

健身体验券”一张。

报名电话：15885017798。

不少人都有过关节肌肉疼痛的经历，

如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强直性脊柱炎、

痛风性关节炎、网球肘、腱鞘炎、肌筋膜炎

的患者。 对此，康新国介绍，上述这些疾

病， 由于不少人缺乏一定的科学认知，在

对待这类疼痛时，往往会随意、甚至滥用

一些疗效较快的激素类药物。 殊不知，长

期如此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那常见的关节肌肉疼痛疾病都有哪

些？ 引发这些疾病的原因是什么？ 到底该

如何科学对待此类病症？日常生活中长期

使用激素药物会对身体带来哪些负面影

响？ 此类药物到底该如何选用？ 针对这些

问题，9 月 19 日下午 14 时至 15 时，读者

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 85811234 与专家

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关注“健康

森林”（gz- m yt）微信公众号后，将欲咨

询的问题进行发送。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

家，并在贵阳晚报“健康森林” 版面刊登

专家的相关解答内容。

（本报记者 王杰）

下周二，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栏目———

省医专家 细说科学止痛

招募两名患者到现场与专家交流，报名电话：15885017798

热线预告

作息不规律、好吃辛辣油腻、肠癌当成痔疮治……

在多因素的作用下， 导致现今肠癌的发病率正逐年攀

升，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对此，贵阳东大肛肠医院专家

表示，要远离肠癌，定期检查、早诊断、早治疗很重要。

来自黔东南 59岁的肖阿姨怎么也想不到， 她年仅

30岁的儿子赵先生前不久在体检期间， 被查出患上了

直肠癌。 肖阿姨告诉记者，平时儿子忙于工作，时常加

班、应酬，甚至有时周末也难得回家一次。 可不管怎样，

她都无法接受，刚刚 30岁的儿子竟然会患上直肠癌。

据贵阳东大肛肠医院专家介绍，医院平均每个月都

能检查出十几位肠癌患者，当中就有不少年轻人。 据了

解，全世界每年大约有 100 万新发的肠癌病例，其发病

率仍在逐年攀升，且已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

对此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其实，导致肠癌有现今这

样的趋势，主要与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有关，作息不规

律、好吃辛辣油腻食物、过度热量摄入、体重增加、缺乏

体育锻炼等都是导致直肠癌的因素。

由于痔疮与肠癌的早期症状均存在便血，所以极易

让一些患者误将肠癌当成痔疮对待，结果延误了最佳的

治疗时机。 对此专家介绍，早期肠癌手术后 5年生存率

为 70% 至 90% ，而晚期仅为 20% 至 30% ，可见应对肠癌

最佳的方法在于定期做肠镜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且绝大多数早期肠癌也是可以被治愈的。

本报记者 王杰

勿将肠癌当痔疮

专家：发现便血要重视

秋天吃“三瓜” 营养又健康

今日提醒

前段时间，60多岁的王大爷感觉胸部隆起， 还摸到

了肿块，他赶紧到医院检查，没想到他的乳房迎来了“新

的春天”———竟然发育了。更没想到的是，这竟源于王大

爷与老伴一起吃的保健品。

吃保健品 大爷乳房变大了

“我都这把年纪了，没想到胸还变大了，出现了核桃

大小的隆起，心想最近也没健身啊，怎么胸还变大，胸肌

变‘发达’了呢？ 而且还摸到了里面有肿块，有时候还有

胀感，医生我这是得了什么病啊？ ”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的检查诊室，王大爷不解地问乳腺病诊治中心主任

刘万花主任医师。

经过询问，原来王大爷一直在吃保健品。 刘万花主

任解释说，王大爷这种情况是男性乳腺发育，也许这保健

品就是罪魁祸首。

男性也可能患乳腺癌

刘医生具体解释道，男性乳腺发育发病率大约是百

分之一， 主要由于雌激素分泌增多或雄激素 /雌激素比

值降低，导致乳腺增生症。 男性出现单侧或双侧可触及

的乳腺组织，呈圆盘状结节或弥漫性增大，有时可伴有乳

头和乳晕增大。 局部会感觉到感隐痛不适或触痛，少数

患者在挤压乳头时可见少量白色分泌物溢出。 男性乳腺

发育如果不及时检查治疗，也可能发展为乳腺癌。

而喝蜂蜜、蜂王浆、吃维生素 E 以及各种补药、保健

品等之所以可能导致男性乳腺发育，是由于其中所含雌

激素较多，难以代谢干净。

男性乳房有硬块 需引起重视

专家介绍，乳腺发育常出现在 20岁左右发育中的男

性以及 60岁之后的老年男性。男性可以通过触摸的方式

辨别乳房是不是出现了问题，男性乳房突出是病还是脂

肪堆积，摸起来是不一样的。 如果乳房摸起来成疖状或

出现硬块，这可能是乳房内产生了丰富的乳腺，就必须进

行检查，尤其是中老年男性，一旦发现乳房肿块应及时就

医检查，以免延误诊断和治疗。 刘敏 杨彦

60岁老汉居然乳房发育

保健品不能乱吃

鲫鱼肉嫩味鲜，从营养的角度分析，

鲫鱼有以下优势： 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

与人体蛋白质氨基酸模式接近， 属于优

质蛋白；肌纤维细短，水分含量较多，比

畜、禽肉更易消化；脂肪多由不饱和脂肪

酸组成， 主要为欧米伽 3 多不饱和脂肪

酸，其中二十碳五烯酸(EPA )具有降血

脂、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抗癌等作用；是

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2的重要

来源，维生素 E、维生素 B1、烟酸的含量

也很高。

鲫鱼虽好，却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吃，

以下几类人要注意：

痛风病 人 每

100克鲫鱼的嘌呤

含量为 137.1 毫

克，在痛风急性

发作期，病人每

天的嘌呤摄入

量应限制在 150

毫克以内， 此时

应禁止吃鲫鱼；在

痛风缓解期， 病人

可限量吃鲫鱼。

对鱼类过敏的人 有些人属于过敏

体质，吃鱼就会引起过敏，这部分人最好

别吃。

部分肝肾疾病患者 患有泌尿系统

结石的患者要对尿酸进行控制， 因为尿

酸酸化过多和尿酸排泄过多与结石有关

联。 因此，这类患者要限制嘌呤摄入，不

能过多吃鲫鱼。 由于鲫鱼富含钾，急性肾

衰竭的病人也不能食用， 否则会加重肾

脏负担。 在肝脏疾病的急性期，病人应减

少蛋白质的摄入量，控制在每天 20 克之

内，鲫鱼富含蛋白质，因此，这类病人也

不宜吃鲫鱼。

出血性疾病患者 鲫鱼中富含二十

碳五烯酸， 这种成分具有抑制血小板凝

聚、抗血栓等作用。 出血性疾病包括过敏

性紫癜、维生素 C 缺乏症、血友病等，主

要原因为止血机制异常， 表现为不同部

位出血， 患有这些疾病的人群也不宜吃

鲫鱼。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

卫生系教授 马冠生

鲫鱼 四类人要少吃

很多女性都被“大姨妈” 折磨过，

即使平时雷厉风行的女强人，经期不畅

也易脸色惨白、大汗淋漓、目光涣散。中

医认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 。 女性

痛经多与胞宫虚寒、气滞血瘀、冲任血

行郁阻、经行涩滞不畅有关。 这就像原

本欢快流淌的小溪被堵塞，水流要冲破

拦阻，就会产生压力，疼痛在所难免。

属于下焦的水道穴， 为水道之所

出，善治各种水道不通的疾病。 女性经

期时经行不畅，少腹冷痛，可以艾灸水

道穴。

水道穴位于下腹部， 肚脐下 3寸，

前正中线旁开 2寸。 《针灸甲乙经》记

载：“小腹胀满，痛引阴中，月水至则腰

脊痛，胞中瘕，子门有寒，引髌髀，水道

主之。 ” 可见，水道穴是治疗痛经的要

穴之一。 所谓“寒者热之” ，有痛经史，

并伴有喜温喜按、得热则舒、经血中有

瘀块者，例假前或经期中，可以用艾灸

杯或艾灸盒灸水道穴，温经散寒，行气

止痛。 禤影妍

痛经 可艾灸水道穴

不妨一试

这“三瓜” ，营养又健康，几乎天天

见，却是最佳养生高手。

冬瓜

冬瓜几乎不含脂肪，碳水化合物含量

也少，含水量却高达九成以上，故热值低，

属于清淡性食物。

保护心脏 冬瓜含水量达 96% ， 富含

钾元素，有助于保护心脏、补充水分。

降固醇、 降血脂 冬瓜富含各种氨基

酸，并且具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不仅吃起

来爽口解腻，还能降胆固醇、降血脂。

预防动脉硬化 冬瓜能促进多余脂肪

的代谢，防止脂肪堆积，有效防止动脉粥

样硬化。

丝瓜

丝瓜热量低营养高， 不仅吃起来美

味，还具有颇高的药用价值。

保护心血管 丝瓜富含钾、钙、镁等微

量元素，高钾低钠，能有效预防高血压和

心脑血管疾病。

降血脂防硬化 丝瓜中的亚麻酸和亚

油酸能加速脂肪代谢， 可以调节血脂，预

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

减肥健体 相比于其他瓜类蔬菜，丝

瓜含有不可取代的葫芦碱，能调节人体代

谢，还能促进减肥。

美白抗衰老 丝瓜中富含维生素 B1

和 C ，能防止肌肤老化。 丝瓜中还含有多

种氨基酸和优质蛋白质，是美容佳品。

但是，丝瓜宜现切现做，以免营养成

分随汁液流失。在烹调的过程中应注意少

加调料，尽量保持清淡，以保留香嫩爽口

的特点。

苦瓜

苦瓜虽苦，但与其他食物一起煮、炒，

从不会把苦味传给其他食物，故有“君子

菜”的美名。

降脂降压 苦瓜中所含的苦瓜皂苷，

能够降低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浓度，减少动脉硬化。

提高抵抗力 苦瓜富含维生素 C ，相

当于番茄的 3 倍，能预防坏血病，还能提

高机体抵抗力。 成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