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提醒

俗话有言，“千金难买老来瘦” 。在

现实生活中， 肥胖不仅给生活带来不

便，还会诱发或并发许多疾病，对于老

年人来说更甚。有研究发现，在 70多岁

的人中， 体重不足者与超重者相比，更

多死于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肺炎。 那到

底老人是不是瘦才好呢？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随着年龄的增

长、生理活动以及内分泌等的变化，身体

的胖瘦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变化。 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中医科主治

中医师梁健宁分析，在 70岁以上的老人

中，身体偏瘦的占 1/2- 2/3，因此人们认

为瘦与长寿为伴。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因为老年人体内的积存脂肪消耗、肌肉

及脏器萎缩等的原因，都会导致体重下

降，身体变瘦，故不能证明瘦者必定能高

寿。

研究者认为，年轻的成人应该瘦一

些。 40岁左右的中年人，体重每年增加

最好不要超过 0.5公斤。 如果一个人患

有糖尿病、高血压之类的疾病，那么应

该瘦一些才好。身体肥胖的中老年人冠

心病、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的发病率高于

消瘦者。而慢性支气管炎和老年肺气肿

的发病率则以消瘦者为高。

由此可见，对中老年人来说，身体

肥胖和消瘦都不好。“理想的体型是既

不胖也不瘦的中间型” 。

余燕红 王崴

老年人瘦好还是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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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便带血暗藏恶性肿瘤、严重贫血竟

是痔疮所致、 一坨坨肉球竟是癌前病变

……随着贵阳东大肛肠医院十周年庆肛

肠疾病大普查活动的开展，便血、便秘、便

痛、瘙痒、肿物脱出等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

“小问题” ，其“幕后真凶”也浮出水面。

家住贵阳的张大爷便血长达三年，每

次发作都是自己用痔疮膏涂抹，后来几乎

解不出大便、肛门疼痛，直到近日得知贵

阳东大肛肠医院肛肠镜免费检查的消息

才来就诊，经检查，医生发现在他直肠 6

公分和 8公分处有多个肿物及糜烂面，进

一步检查诊断为直肠癌晚期。

医院专家表示， 如果一开始出现便

血，老人和家属都能重视，情况就不会那

么糟糕，直肠癌如能在早期发现并及时治

疗，治愈率达可 90%以上，甚至能实现终

身治愈，而晚期治疗效果则会大打折扣。

同样，断断续续便血四五年的曾女士

患上了严重的贫血症， 常常感到体虚乏

力，脸色苍白，严重时稍微一动就会眼冒

金星，几乎昏倒，吃了好些营养品，但都没

能改善。 在这次肛肠疾病大普查中，贵阳

东大肛肠医院帮她找到了“真凶” 。 经肛

肠镜检查， 曾女士患有比较严重的痔疮，

长期的贫血正是痔疮便血所致。曾女士在

接受了微创手术治疗后， 恢复情况良好，

精神也比以前好多了。

“经常便血、后面脱出个小肉球，不

就是痔疮吗， 怎么会是癌前病变呢?” 来

检查的张先生拿到检查报告时疑惑不解，

直肠内竟然有大大小小 5处息肉，进一步

检查确诊为腺瘤性息肉。

腺瘤性息肉是最常见的息肉之一，在

结肠和直肠最为多发。 研究表明，结直肠

腺瘤若不及时治疗， 可能发展为结直肠

癌，恶变率极高。好在张先生发现较早，及

时切除即能化险为夷。

著名肛肠专家、“贵州肛肠第一人” 、

原贵医附院肛肠科主任、现贵阳东大肛肠

医院特聘专家陈年秀教授介绍，肛肠疾病

种类繁多，症状相似，如果不是专业的肛

肠体检很难鉴别区分，所以广大市民尤其

是 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旦出现便血、

肿物脱出等症状时，应及时到医院通过专

业检查确诊治疗。

据了解，贵阳东大肛肠医院十周年庆

肛肠疾病普查活动截止到本月 31 日，活

动期间推出肛肠镜检查免费，肠镜胃镜检

查半价等众多优惠，参与者还可获赠精美

保温杯。 即日起至 12月 10日，每天上午

9点到 11点，医院门口还有抽奖活动。 报

名咨询热线 96800。

贵阳东大“十周年庆”免费查肛肠镜活动中，发现不少患者———

便血暗藏大问题

陈年秀等特聘专家坐诊；肠镜胃镜检查半价、抽奖、赠送保温杯等活动

仍在继续；报名咨询电话：96800

患癌后坚持喝石斛茶

沈女士今年 50岁，她肺里的小结节最

后确诊是肺癌，所幸，肿瘤还处于早期，她

只需做个手术切除肿块，后续也不用化疗。

手术之后，有姐妹来看她，说她这次

治疗大伤元气，得好好补补，而且补好身

体能提高免疫力， 还有助于防肿瘤复发。

于是她选择了新鲜的铁皮石斛，每天 1两

的样子，煎水当茶喝。喝了一段时间之后，

她也没什么明显的感觉，想着吃补药总没

坏处，可能疗效是得靠很长时间积累。 抱

着这个美好的愿望，沈女士将这个习惯坚

持了半年，没有一天间断过。

免疫力没提高反出问题

直到她的消化功能越来越差， 吃不下

东西，检查才发现，她的免疫功能比半年前

下降了许多。“我天天在吃铁皮石斛增强

免疫力，怎么指标没升反降呢？ ”而且，黄

主任还告诉她， 她的这些症状中医认为是

虚寒，跟她长期吃铁皮石斛脱不了干系。

如何进补应遵医嘱

黄主任表示，人体免疫应当处于一种

平衡才是最健康的， 免疫力并非越强越

好， 保健品或是各种药物刺激要是过了

头， 则会出现免疫衰竭或是变态免疫病，

不仅不利于抗肿瘤，反而会帮助肿瘤的扩

散。 按照沈女士的情况，吃点铁皮石斛补

补本不是坏事，但不能盲目地用。

另外，补药在什么时候吃，吃多长时

间得歇一歇都会直接影响效果。 因此，再

次提醒肿瘤患者在吃保健品前咨询下中

医肿瘤专科医生会更好。

何丽娜 王回南

杭州女子患癌后，每天石斛煎水当茶喝，连喝半年悲剧了

“我能不能吃点保健品来提

高免疫力？ 吃什么会比较好？ ” 这

几乎是每位肿瘤患者就诊时必问

的问题。

对此，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

院肿瘤诊治中心副主任、 学科带

头人黄常新教授特别提醒： 肿瘤

病人切不可盲目进补， 小心补药

成“毒药” 。

误解：最近，有人发现购买的红心柚果肉

颜色不均匀，而且周围的海绵层也有红色，因

此怀疑红心柚是用普通的柚子染色而成。

真相：红心柚的果肉之所以呈红色，是因

为它比普通柚子多了两种色素：β- 胡萝卜

素和番茄红素， 这两种色素在其他水果和蔬

菜中很常见，对身体无害。

有没有可能通过注入色素， 使得普通柚

子变成红心柚呢？ 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 如果是用注射器向柚子中注入色

素，势必会在柚子果皮上留下针眼，针眼在光

滑细密的果皮上非常明显， 只要在买柚子时

稍微留意一下，就会被发现，卖不出去。

第二，用注射器在柚子上扎针后，细菌等

污染物会顺着针眼进入柚子， 使柚子在 2-3

天内腐败变质。而正常柚子可以储存 50天左

右。 保质期缩短，对商家不利。

第三，柚子的果肉是分瓣的，剥开外面黄

白色的皮和海绵层之后， 还有一层透明的膜

包裹着果肉， 要想让普通柚子变成红心柚的

状态，需要给每一瓣果肉都注入色素，而柚子

大概有 10 瓣左右，如果都打针的话，柚子就

要被扎成筛子了，不可能看不出来。 而且，柚

子的果肉本身也是一小粒一小粒， 要给每一

粒都染色，难度更高。

至于其他的浸泡染色等方法， 因为柚子

的外皮隔水，里面的海绵层、透明膜也有一定

的隔水作用， 想通过浸泡染色， 成功率很

低。 郜阳

冬季泡脚是很多人的养生方式，很多家长甚至喜欢

带着自家的宝宝一起泡脚。但是专家提醒，6岁以下孩子

泡脚，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伤害。

安徽省儿童医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陈晨介绍，

近日他们收治了几名因泡脚导致烫伤的患儿。 家长称给

孩子泡脚捂汗，想让孩子的感冒好得快一点，而且大人

感觉泡脚的水并不是很烫。 医生称，大人觉得水温稍热，

对孩子来说已经是很烫了， 所以很容易烫伤柔嫩的皮

肤。 即使起初的温度孩子还能忍受，但时间较长了，也会

给孩子造成低温烫伤。

专家称， 由于宝宝的脚骨还没有完全钙化定型，脚

踝稚嫩娇弱，常用热水洗脚或烫脚，足底的韧带会遇热

变得松弛，不利足弓发育形成和维持，因此不要经常用

过热的水给宝宝洗脚，更不能长时间泡脚。

专家建议，宝宝洗脚最好一年四季都用温水。 浸泡

时间 3- 5分钟即可，这样使足部皮肤表面的毛细血管扩

张，血液循环加快，改善足部皮肤和组织营养，增加局部

抵抗力，促进宝宝睡眠，有助于其生长发育。 鲍晓菁

幼儿泡脚

水温不宜过高

最近，抖肩舞引发模仿热潮。 杭州市中医院针灸康

复科主治医师陈顺喜表示，跳抖肩舞时，躯干不动，手臂

随意摆动，此时双肩处于放松状态，幅度和频率一大，容

易扯伤肌肉，造成肩袖损伤等。

在养生操中，也有类似的抖肩动作，但抖动速度没

有抖肩舞里那么快。四十岁以上人群不宜盲目做抖肩动

作。三个小动作活动肩颈部十分管用：努力往后梗脖子，

变成双下巴；双手握在背后，人站成一条直线，拉伸胸部

前侧的肌肉筋膜；端坐在椅子上，身体向一侧慢慢旋转

至 90 度，保持几秒后，身体转向另一侧，改善胸椎活动

度。 裴音

少练抖肩舞

多做小动作

红心柚是染色的？

进补不当 免疫力反下降

如果人体肝脏代谢不正常，人体所需的养分得不到

及时供应，身体各个器官就无法正常工作。 日常生活中

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形成以下列不良生活习惯。

睡眠不足 若经常熬夜既会导致睡眠不足， 还会影

响肝脏夜间自我修复。

不及时排尿 早上起床后要及时排尿， 可将累积一

夜的毒素及时排出体外，避免毒素滞留体内，导致肝脏

“中毒” 。

暴饮暴食 暴饮暴食既损害肠道健康， 也容易造成

体内自由基大大增加。肝脏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体清除

体内自由基，排出毒素，净化血液，人体内的自由基越

多，肝脏功能受损就越严重。

不吃早餐 吃早餐有助于中和胃酸和保护肝脏，减

少胰腺炎、糖尿病、胆结石、便秘等多种疾病的危险。

吃药太多 研究表明， 长期服用止痛药等会加大肝

脏解毒负担，导致肝脏损伤，因此，服药必须严格按照医

嘱，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摄入加工食物过多 很多加工食物中添加了多种防

腐败剂、色素、人工甜味剂等食品添加剂，这些添加成分

含有人体较难分解的化学物质，进入人体后会增加肝脏

解毒负担，诱发肝脏损伤。

食用油炸食品过多 油脂和饱和脂肪酸的长期堆积

会导致脂肪肝。

常吃半生不熟或烧焦食物 半生不熟食物或烹饪时

烧焦的食物（特别是肉食）容易导致肝脏受损。 研究发

现，醉虾、生蚝和半生不熟的贝类往往带有细菌和寄生

虫，一旦发生急性胃肠炎、痢疾，容易导致肝病恶化，甚

至诱发肝昏迷。

过量饮酒 过量饮酒会降低肝脏净化血液的能力，

导致体内毒素增加，诱发肝脏损伤及多种疾病。 长期过

量饮酒还容易导致肝硬化。

经常生气发怒 心理学专家指出，人在发怒时，往往

在大脑皮层中出现强烈的兴奋点， 以致造成一时间的

“意识狭窄” 现象，往往会大动肝火，伤及肝脏。

赵永春

10个不良习惯

影响肝脏健康

铁皮石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