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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让广大高血压、冠心

病患者享受科学、规范的治疗，贵阳

白云心血管病医院携手北京专家，

现面向全社会征集 80 名长期高血

压患者进行治疗。

此次活动由贵阳白云心血管病

医院药物治疗首席专家顼志敏教授

坐诊。

据了解,顼志敏是北京阜外医

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临床药理中心

主任医师及教授、 卫生部心血管药

物临床研究学术带头人。

记者了解到， 此次活动采取电

话预约制，参加活动的 80 名高血压

患者免专家挂号费、心电图费用（共

计 150 元），一旦预约成功，医院将

安排车辆来接送患者。 前 40名患者

就诊时间为 6 月 30 日 (周六)、7 月

1 日(周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 后 40 名患者根据预

约情况另行通知。 医院提醒，患者前

来就诊时一定要携带好自己的病史

资料以及医保卡。

活动地点：贵阳白云心血管病医

院（贵阳市白云区健康路 33号），预

约电话：0851-84355120。

（本报记者 李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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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白云心血管病医院———

北京专家来坐诊

征集 80名高血压患者

随着年龄增长，不少老人感觉

关节好像“缺油” 似的，不灵活、有

摩擦感。 美国《读者文摘》总结了 4

招护好关节。

喝足水 人体韧带中 65%———

80%的成分是水。 保持体内水分充

足，能让关节之间的韧带保持润滑，

提高韧性， 更好地承受身体重量和

运动带来的冲击。 喝水是护关节最

方便、最简单的方法，但也经常被忽

视。 建议老人不要等渴了才喝水，保

证每天喝足 1500———1700毫升水。

控制体重 关节韧带承受压力

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体重， 所以老人

身体发福不能听之任之， 要在营养

专家指导下将体重控制在合理范围

内。

尝试地中海饮食 老人不妨

试试地中海饮食，多吃果蔬，适量吃

些海鲜和坚果，不仅有助减重，还能

减轻身体炎症， 降低关节及韧带损

伤几率。

合理运动 美国克利夫兰诊所

运动健康中心专家表示， 不少老人

认为关节不好就该静养、少运动。 其

实，游泳、骑自行车、打太极拳等低

冲击运动有

助活动关节

韧带， 提高

其韧性。 不

过建议老年

朋友， 骑自行

车不 要 用 力 过

猛 ， 保 持 每 分 钟

60———90 圈的蹬踏刚刚

好。 若运动中受伤或此前本来就有

伤，要注意适当休息，避免在有痛感

的情况下进行剧烈运动而让关节受

损情况加重。 据《生命时报》

很多人饱受便秘的困扰。 如果

过分用力排便，老年人可能会发生

昏厥， 高血压者可引起脑血管意

外，心律失常者甚至会猝死。 所以，

便秘是每个人都应该重视的事情。

被便秘困扰的患者可以试用

通便三仁粥：取海松子 30 克、桃仁

20 克、郁李仁 10 克、粳米 30 克，海

松子去皮，桃仁、郁李仁泡去皮尖，

三味捣烂和水滤取汁，加入粳米煮

粥，空腹食用。

方中，海松子性味甘温，具有

润燥、养血、祛风等功效，主要用于

治疗肺燥干咳和虚症导致的便秘，

并有润泽皮肤、促进毛发生长的功

能。 桃仁苦甘，具有活血祛瘀、润肠

通便、止咳平喘的功效，主要用于

经闭痛经、跌扑损伤、肠燥便秘、咳

嗽气喘。 郁李仁味辛甘，具有润燥

滑肠、下气利水等功效，常用于治

疗津枯肠燥、食积气滞、腹胀便秘。

研究表明，郁李仁有显著的促进小

肠蠕动的作用，且副作用较小。 粳

米补中益气、健脾和胃、止泻痢。 海

松子、郁李仁润肠，桃仁逐瘀，为了

和缓药物， 则需用养护脾胃的粳

米，该食疗方可以用于热盛导致的

便秘。 如果患者身体健壮，由于过

食辛辣食物或者饮水较少引起了

便秘，则可服用此方。 气血虚弱的

老年患者， 如身体多有基础疾病，

则应该适当减少桃仁用量。

长期便秘的患者，尤其是老年

人应该及时去医院就诊，排除由于

全身性疾病或肛周疾病导致的便

秘。 便秘时不要随便使用泻下药

物，不要依赖某种药物。 患者应该

坚持参加适当的体育锻炼，培养良

好的排便习惯，合理饮食，注意补

充膳食纤维。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

中心副研究员 代金刚

“别人说喂奶的妈妈不会得乳腺

癌，为什么我还会得病？ ” 日前，37

岁的陈女士到杭州市妇幼保健院复

查时， 眼泪汪汪， 一次平常的 “堵

奶” ，竟查出了乳腺癌。

哺乳期“堵奶”确诊乳腺癌

陈女士不是第一位因为 “堵奶”

找到杭州市妇幼保健院乳腺科主任

医师张峰的新手妈妈， 不过她的问

题有些严重。

“我还在哺乳期，喂奶 6 个月了，

在这期间，偶尔会有堵奶的情况。 ”

陈女士回忆，前段时间，她发现左乳

又出现了一个硬块，以为又堵奶了，

于是像前几次那样，让孩子勤吸吮。

但几天过去了，硬块迟迟没有消失。

张医生简单触诊后， 发现情况

不妙， 建议陈女士做个乳腺彩超检

查。“乳腺低回声 4级！ ”拿到报告

单，陈女士有了不详的预感，也印证

了张医生的初步判断： 这个等级很

可能是乳腺癌。

“奶肯定不能喂了， 得尽快手

术。 ”张医生安排陈女士住院，术中

快速冰冻病理显示： 陈女士果然得

了左乳腺浸润性导管癌。 当天，她就

完成了乳腺癌改良根治手术， 切除

了一侧乳房。

孕前体检别放弃乳腺 B超

“哺乳期或产后一年内确诊的

原发性乳腺癌，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

乳腺癌，发病率较低，但这几年出现

增长趋势， 这和越来越多的女性晚

育有一定关系。 ”张医生说，平时大

家都知道， 不喂奶的妈妈患乳腺癌

的风险较高， 但哺乳期患癌的风险

忽略了。

孕期和哺乳期女性， 乳房都会

增大，乳腺肿块往往容易被掩盖。 产

后喂奶会出现“堵奶” 的假象，便不

会太在意。其实在这个时期，女性

身体内分泌微环境比较特殊， 加上

免疫系统改变，乳房毛细血管增多、

扩张、充血，会导致肿瘤快速增长，

不仅恶性程度高，还容易转移。

“早期，它的表现和普通乳腺癌

相似，以乳房肿物、乳头溢液多见。

但中后期， 炎性乳腺癌可占 20%到

30%，腋下淋巴结转移率会达到 80%，

明显高于普通乳腺癌。 ”张医生说。

其实，孕期或哺乳期乳腺癌，都

可以及早发现蛛丝马迹， 防患于未

然。

柴悦颖 王红丹

美国埃默里大学一项研究显

示,一天睡眠 7 小时的成年人心脏

超龄情况最轻,睡眠过多或过少都

会让心脏超龄更严重。

心脏超龄是指心脏年龄大

于实际年龄。 研究结果报道，每天

睡眠不超过 5 小时的研究对象心

脏平均超龄 5.2 年；睡眠 6 小时的

研究对象心脏超龄 4.6 年；睡眠 7

小时者心脏超龄 3.7 年；睡眠 8 小

时者,心脏超龄 4.5 年；睡眠不低

于 9 小时者,心脏超龄 4 年。 与每

天睡眠 7 小时的研究对象相比，

睡眠不超过 5 小时的研究对象心

脏超龄 10 年的风险高 25%， 睡眠

少于 6 小时的研究对象心脏超龄

10年的风险高 15%。

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 《睡

眠》期刊刊载的论文中写道，这一

结果具有重要意义， 量化了睡眠

时长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联，

有利于心血管疾病患者和高危人

群的临床护理。 黄敏

苦丁茶有疏肝清热、降压降

脂降糖的作用，颇受都市白领的

喜爱。 但是，苦丁茶是药而不是

茶，不能长期饮用。

中医认为， 苦丁茶性味甘、

苦、寒，入肝、肺、胃经，有疏风清

热、明目生津之功效，适用于外

感风热、头痛齿痛、目赤、聤耳、

口疮、热病烦渴、泄泻、痢疾等。

但需要注意的是，苦丁茶是

药而不是茶， 不宜长期服用，以

免损伤肝肾功能。 苦丁茶性味苦

寒，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溃疡

性结肠炎及孕妇不宜饮用。 《本

草纲目拾遗》言其“绝孕” ，《中

国医学大辞典》言其“凉子宫” ，

故处于育龄期的男女应慎重选

用。 谷悦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 骑自

行车或步行上班可以将因心脏

病死亡的几率降低三分之一。 研

究发现， 与开车上班的人相比，

骑自行车或走路上下班的人出

现致命的中风或类似问题的可

能性会降低 30%。 对于完全抛弃

汽车这一主要交通工具的成年

人而言，这个风险下降了 43%。

环球

37岁新妈妈总堵奶 一查竟然是癌

另外，还要补足水分、合理运动

护关节 要控制体重

苦丁茶

是药不是茶

老便秘 试试三仁粥

睡眠不足或过多

心脏超龄更严重

骑车上班

降低心脏病风险

日前，国内首部《学龄前儿童

(3～6 岁) 运动指南 (专家共识

版)》正式发布，其中首次提出学

龄前儿童每天活动应达 3 小时以

上。

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形式主

要包括日常活动、游戏玩耍以及体

育运动等。 《指南》对学龄前儿童

运动提出具体时间推荐：“全天内

各种类型的身体活动时间应累计

达到 180 分钟以上。 其中，中等及

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不少于

60分钟。 ”针对我国学龄前儿童户

外活动不足的现状，建议“每天应

进行至少 120分钟的户外活动” 。

而对于日益突出的 “久坐行

为” 和“电子保姆” 现象及其对健

康产生的不利影响，《指南》 特别

建议，在保证每天活动时间和活动

强度的前提下，学龄前儿童每天应

尽量减少久坐行为。其中看屏幕时

间每天累计不超过 60 分钟， 且越

少越好；任何久坐行为每次持续时

间均应限制在 60分钟以内。

值得关注的是，《指南》 还强

调了运动强度的多样性，即学龄前

儿童的运动不仅要有低强度活动，

更要有中等及以上强度的活动；要

同时兼顾粗大（大肌肉群）和精细

（小肌肉群）动作的发展。 刘欢

每天活动

应达 3 小时

学龄前儿童

关注 《贵阳

晚报》黔生活，健

康疑问随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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