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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方法预防腰椎间盘突出

1.注意腰部保暖 如果腰部着凉，可能引发

腰椎间盘突出或使原有的腰椎间盘突出加重。

2. 用腰姿势正确 搬重物时切忌突然发

力，要做好准备，弯腰屈膝搬起；提起重物时，尽

量左右两侧平衡用力；捡东西时，先弯腰蹲下再

拾起。

3.经常活动，避免久坐 坐着学习或者工

作时，如果坐姿不端正，腰椎一直保持向后弯曲

的状态，腰部的韧带、肌肉则一直紧绷，此时腰

椎间盘所受的压力是正常情况下的十倍！

4.避免穿高跟鞋 穿高跟鞋时，由于身体

重心上移，为了维持平衡，人体会调整腰部和背

部的肌肉张力，使其保持紧张绷直，这就相当于

在给腰椎加压。

5.及时治疗外伤 如果腰部外伤不及时进

行治疗，就有可能变成慢性损伤，继而造成腰椎

间盘突出。

几个适合懒人的练腰动作

1.伸直腿，向上抬 仰卧位，双手平放在

身体两侧，两腿伸直，一条腿慢慢往上抬，逐渐

加大双腿间的角度，双腿轮流向上抬。每组动作

10到 20次。

2.五点支撑 在硬板床上仰卧位，躺平，以

头、两脚、两肘为五个支撑点，慢慢抬起臀部，尽

可能地往上抬高，保持不动 10 秒，每组动作 20

次，每天 2到 3组。

3.小飞燕 在硬板床上俯卧位，头和两臂、

两腿向后伸，像飞燕一样，尽量使腹部与床的接

触面积变小， 保持不动 5-10 秒， 每组动作 20

次，每天 2到 3组。 扬子

24岁女子半夜起身喝水突然直不起腰……

年轻人的腰椎 也容易嘎嘣脆

江苏扬州 24岁的冯小姐， 毕业后

工作已两年。 前几天夜里，冯小姐感觉

到口渴难耐，便起身喝水。 她穿好衣服

来到客厅，弯腰拿保温杯，突然她听到

了清脆的嘎嘣声。 “我喝了口水，感觉

腰部发出了一声嘎嘣声，等到我想要站

直身子，就感觉到腰部直不起来了。 ”

第二天，冯小姐抱着侥幸心理，本

想再忍忍，或许不用去医院。 然而，腰

部无法动弹， 连正常走路都受到了影

响。 于是，冯小姐急忙赶去医院就诊。

扬州东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张骊为她检

查后发现， 患者的腰部确实出现了问

题， 肉眼明显能观察到腰已经歪向左

侧。 张骊试图让冯小姐稍微活动下腰

部， 可冯小姐稍微一动弹便露出痛苦

的表情。

张骊认为， 患者属于腰部扭伤。

“可能姿势不对，再加上患者本身腰部

肌肉就十分僵硬，所以才会发生急性的

腰扭伤。 ” 随后，张骊为患者实施了针

灸法，还建议她尽快去做个腰部 C T 。

张骊询问了患者的生活习惯后得

知，冯小姐长期坐办公室，每天要面对

电脑工作 8 小时， 有时候一坐就是半

天。 晚上回到家，人感到比较疲惫，冯

小姐晚餐后也基本没有什么运动了。

张骊分析说， 导致冯小姐患上腰椎间

盘突出的主要原因还是她长期久坐，

缺乏运动。 “长期不锻炼，会导致腰部

肌肉僵硬，腰部力量一弱，如遇到强刺

激， 较其他人群更易发生腰椎间盘突

出等问题。 ”

“此类疾病有年轻化趋势。 ” 张骊

表示，她接诊的患者中，20多岁的年轻

人比比皆是，有来看腰椎疼的，也有来

看颈椎疼或者膝关节疼的。“最近半个

月，就有 20 多名年轻人来找我看疼痛

性疾病，多是二三十岁的。 ”

工作、生活压力大，不少人经常掉头

发， 可脱发本应是令中老年人头疼的事，

谁曾想到两岁的孩子也会中招呢？就连见

多识广的医生也觉得“太意外” 。

2岁男孩竟成片掉头发

2岁半男孩小南（化名）一直随父母

在上海生活，近两个月以来，小南妈妈看

到儿子的枕头上总是有很多头发，便以为

是孩子缺钙。 一连观察了几晚，她发现小

南晚上睡觉经常是满头大汗，半夜频频惊

醒，更是肯定了自己的判断，连忙买回补

钙剂。 可是从半月前开始，小南开始成片

成片地掉头发，头顶也很快出现了四五个

硬币大小的秃点。

医生诊断他患上斑秃

前几日，小南父母带他到武汉市第一

医院皮肤科做了检查，接诊的副主任医师

吴纪园诊断他患上了斑秃。这让小南的爸

爸妈妈深感意外，就连吴医师也觉得非常

不可思议。

吴医师说，得斑秃的病人多是中青年

人，现在发病有年轻化趋势，比如有一些

中小学生因学习压力过大也会诱发此病，

但她从未接诊过这么小的孩子。

罪魁祸首竟是它

为了详细了解病因，吴医师询问小南

妈妈，孩子最近是否有身体或者情绪上的

变化？ 小南妈妈说，为让小南明年考入上

海一家知名幼儿园，今年上半年起，就给

他报了英语、数学、画画、小主持人等 5个

培优班。 “丝毫不敢懈怠，就怕孩子输在

了起跑线上。 ” 小南妈妈坦言，每次孩子

淘气坐不住的时候，都会跟他说“你一定

努力考上” 之类的话，自己也经常焦虑得

睡不好。

吴医师说，斑秃是一种跟自身免疫有

关的疾病，在因身体或者精神导致免疫力

异常时就会诱发此病。培优班的学习压力

和妈妈无形中传递给孩子精神压力，正是

导致小南掉头发的主要原因。

学习并不是孩子生活的全部，尤其是

学龄前的儿童。 吴医生建议，不妨多带孩

子去户外走走，多陪伴孩子，身体力行培

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动手能力。 这样

学习压力自然也能得到缓解。 楚天

为读个好幼儿园，妈妈给他报了 5 个培训班，结果———

2岁半男孩竟然患斑秃

体检时抽血对很多人都不陌生，但

抽血可是有很多讲究的， 需要注意哪些

小细节，你可能未必知道！

空腹不超过上午 10点

抽血前总会强调要空腹， 但最好是

保证空腹在 8个小时以上， 一般早上 7:

30- 10：00 这段时间抽血检测效果最好。

尤其不要超过早上 10点，因为受体内生

理性内分泌激素影响， 虽然也是空腹但

时间太晚会使血糖值失真。

体检前一天不吃过于油腻、 高蛋白

食物，避免饮酒，晚 8 点后

最好禁食， 以免影响第

二天空腹血糖等指标

检测。

止血只能压不能揉

抽完血后由于血小板还没有凝固，

血管针眼处仍在继续出血， 用三个手指

压迫才能起到止血作用， 但是按压时千

万不能揉，轻揉出血处不仅不能止血，相

反会加速出血，效果自然适得其反。正确

的方法是只能压不要揉。

按压 3-5分钟

采血后应伸直前臂， 正常抽完血后

止血一般要 3- 5分钟， 年龄大或血小板

异常患者应相对长些。有的人抽血后，仅

按压一分多钟就自认为没事了， 这种做

法是错误的。

衣服不能勒太紧

尽量穿宽松纯棉的衣服， 不要穿袖

口过小、过紧的衣服，避免抽血时衣袖卷

不上来或抽血后衣袖过紧， 引起手臂血

管血肿。 抽血后要听从检验医师建议，

做到科学处理，一旦出现由于压迫止血

方法不当导致局部淤血， 患者也不要过

于紧张， 应在医生指导下合理处置，一

般情况下都会很快止血的。

《健康时报》

吃东西吐、喝水吐、闻到异味更是严

重吐……家中老人说吐吐就好了，不料挺

过了孕吐阶段，腹中胎儿却提前降生。 严

重孕吐与早产有没有关系？ 近期出版的

《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湖北省武汉市妇

幼保健院对该市孕产妇情况的大数据分

析结果———孕吐严重会增加胎儿早产的

风险。

自 2010年起， 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对

在武汉市建册、体检、分娩的 317463 名孕

产妇情况展开分析和研究，发现 15000 余

个早产宝宝在孕期不足 37 周时诞生，这

些早产宝宝的母亲中约有 29.88% 的孕早

期有孕吐情况。

“孕早期反应较重可能是导致胎儿早

产的原因之一。 ”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宋晓

婕主任医师介绍，研究表明，孕妇长时间孕

吐导致体内电解质、代谢紊乱，有的孕妇还

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等情况， 同时还会增

加孕妇生理及心理上的压力， 从而影响孕

妇和腹中胎儿的健康，增加早产的几率。

宋晓婕说，通常情况下孕妇在怀孕初

期出现呕吐现象是正常生理现象，不严重

的不用过度担心。一旦孕妇出现严重的孕

吐反应，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张璟祎

严重孕吐

或增加早产风险

很多女性都有气血不足的问题， 伴随有面色萎黄、

手脚易冰凉、月经量少、易疲倦等症状。 一说到补气血，

很多人就会想到阿胶。 但是有不少女性吃了阿胶或阿胶

糕后非但气血没有改善，还感到滋腻、没了胃口。 中山大

学附属第六医院中医科中医师邱超平提醒，补气血前要

先找到导致气血不足的原因，脾胃不好的女性不适宜用

阿胶来补气血。

邱超平介绍，人体气血会自我生成，人体只要保持经

络（气血运行的道路）通畅，气血就会源源不断地生成。

有些人为何会气血不足？ 这是因为种种原因，如湿

气重、外伤、受寒、药物影响等，导致自身经络不通。 气血

流得不是很顺畅，到不了该到的地方，如到达不了面部，

那么自然就会出现面部色斑、暗黄。 所以说，补气血其中

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到原因，通过健脾祛湿、运动按

摩等方法让自己的经络通畅起来。

邱超平解释，由于阿胶比较滋腻，对脾胃的吸收能

力要求比较高。 常见的引起脾胃不好的原因有：脾虚、湿

困以及压力大引起的肝气郁结等。 简文杨

提起便血，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会是 “痔疮” ，的

确，便血是痔疮的一个重要症状，然而，可以产生便血的

肛肠疾病还有很多，如肛裂、肛瘘、息肉、结直肠癌等。 据

贵阳东大肛肠医院特聘专家陈年秀教授介绍，很多结直

肠癌晚期患者，早期均有便血症状，80%的人都认为是痔

疮，而没有重视或被误诊。 便血是小疾还是大病，需根据

具体情况来确定。

那如何才能分辨便血是痔疮还是肠癌导致的呢？ 陈

年秀教授表示，患者可以通过观察大便进行简单的自检。

便血颜色 痔疮便血一般颜色鲜红， 出血是因排便

时擦伤患处， 血液多数是随着大便排出后滴落或喷出，

因此血液不会与粪便混合；肠癌出血多呈暗红色，主要

是大便摩擦所致，所以多数附在大便表面，并含有黏液。

大便习惯 痔疮患者大便习惯一般不会有大变化；

肠癌患者的大便习惯会明显改变，大便次数增多，腹泻

与便秘交替出现，而且会伴有里急后重感，通俗讲就是

老有便意、肛门坠胀，但蹲下后排不出或者排得很少。

大便形状 痔疮患者大便形状一般不会有大变化；

肠癌患者大便变扁变细或带沟槽痕迹。

陈年秀教授进一步指出， 不管是良性病还是恶性

病，便血都是身体出现问题的征兆，不能忽视。 即便是痔

疮，经久不愈也可导致贫血、肛周湿疹、妇科炎症、脱垂、

嵌顿甚至坏死等危害。 而直肠癌则容易在痔疮的掩护下

“茁壮成长” ，错过早期治疗的最佳时机。 肠镜检查是发

现肠道肿瘤及癌前病变最简便、安全、有效的方法。 患者

在出现便血症状时，最好及早到医院检查确诊，只要提

高警惕，直肠癌在早期发现并积极治疗，康复几率还是

很大的。 本报记者

便血 不一定是痔疮

东大特聘专家陈年秀：可自检后就医

抽血 注意这些细节

补气血

别只吃阿胶

有此一说

专家诊室

本报讯 11月 13日，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携手贵

阳市疾控中心，在贵阳市开展了疾控系统业务培训会。

当天， 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张占岭，以

及该中心的其他 5位专家，为贵阳市疾控系统的 250 余

位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讲学与交流。 此举旨在通过进

一步提高贵阳市疾控系统的业务技术水平，更好地做好

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全面提升疾病预防控制专业

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据悉，早在 2015年 7月，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便

与贵阳市疾控中心签订了帮扶合作协议，建立了北京市

朝阳区疾控中心贵阳分中心。 自此，北京朝阳区疾控中

心每年都将定期选派优秀管理人员、专家学者、技术骨

干、学科带头人到我市疾控中心开展讲学示教，并在重

大疫情信息互联互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同处置、重

点科研项目联合攻关等方面与贵阳市疾

控专心紧密合作，实现信息、技术、人

员、物资的资源共享。

（本报记者 王杰）

北京疾控专家 来筑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