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提醒

口臭可能会引起许多生活困扰。

据南京总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生袁

柏思介绍，吸烟、食物、幽门螺杆菌感

染、药物、牙齿卫生、鼻腔异物等会造

成口臭。节食者由于空腹和低碳水化

合物饮食，脂肪分解产生称为酮的化

学物质，这些酮有强烈的气味，也易

产生口臭。服用部分药物包括治疗心

绞痛的硝酸盐、一些化疗药物和镇静

药和大量服用维生素的人也容易出

现口臭。 据《金陵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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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结核病作为一种呼吸

道传染病，由飞沫传播，其中肺结

核多发。 该病在治疗过程中，能早

发现早诊断，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极为重要。

9 月 18 日（下周二）14 时，贵

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结核科主

任医师张廷梅，将值守本报“专家

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结核病为什

么需要做支气管镜，结合临床应用

情况，与市民、患者进行交流互动。

张廷梅医生表示，支气管镜主

要是针对支气管结核的诊疗，内科

胸腔镜是针对结核性胸膜炎的诊

断、鉴别而进行的必要检查。 在内

科范畴，结核病的治疗中，这些检

查可以提高结核病诊疗质量，发现

不明原因和 CT不能检查到的病变

情况。

结核病为什么需要做支气管

镜或者内科胸腔镜？ 哪些情况需要

做支气管镜或者内科胸腔镜？ 针对

此类问题，9 月 18 日 14 时至 15

时 ， 读 者 可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拨进热线，可关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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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核病诊疗

为何要做支气管镜

下周二，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结核科专

家值守本报“健康热线” ，市民可拨打 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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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 不吃肥肉只吃素，

也会长胆结石！ 近日，武汉 60 多

岁的谢婆婆在体检时发现体内有

大量像爆米花一样的结石， 医生

说这与谢婆婆常年吃素有关。

医生表示， 正常胆囊跟人的

拳头差不多， 但是谢婆婆的胆囊

比常人大一倍半。 彩超发现她胆

囊里面都是结石， 手术一共取出

了 55 颗。 经过化验，医生判断这

属于胆固醇和胆红素的混合结

石， 而这与谢婆婆的饮食习惯有

着密切联系。 然而谢婆婆却说：

“我平时几乎不吃肉的，一般都是

吃素的。 ”

经常吃素怎么会患上胆结石

呢？ 医生解释说，正常情况下，我

们的胆囊会有规律地收缩， 而经

常吃素， 胆囊不像吃荤的时候剧

烈收缩。 久而久之，胆囊里胆汁淤

积，就形成了结石。

专家建议， 日常饮食应尽量

做到荤素搭配， 确保体内营养均

衡。 科学清淡饮食要注意几点：

1.吃肉多瘦少肥 猪牛羊等

红肉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其

瘦肉能补铁， 适合有贫血问题的

人食用。 但肥肉脂肪含量较高，容

易影响心脑血管健康， 还会造成

肥胖，不宜多吃。 与畜肉相比，建

议选择一些鱼、禽类的肉。

2.用油少量多种 清淡饮食

要少油，但要保证多种，各种油最

好经常换着吃。

3. 豆与蛋配合 清淡饮食需

要重视植物蛋白质的摄入，吃豆制

品时最好搭配 1个鸡蛋、1杯牛奶。

4.主食粗细搭配 从广义上

讲， 清淡饮食还包括少吃精加工

和含糖高的食品， 粗粮则有饱腹

感强、通便、减肥、降脂等功效。

5. 调料需多样 清淡饮食要

充分利用醋、葱、蒜、辣椒、芥末等

调味品，提高食欲，减少盐的使用。

6. 烹调多蒸煮 多用快炒、

清炖、清蒸、白灼等方式，可最大

限度保留食物的原味和营养。

综合

大妈常年吃素 胆内长满结石

医生：日常饮食应荤素搭配，营养均衡

在日常生活中，提重物、

弯腰拾物这些都是很平常的

举动，但稍不注意，很可能就

因此闪了腰， 严重者甚至会

加速脊椎退化、 诱发椎间盘

突出。 贵州省骨科医院骨内

科罗永贵医师表示， 预防日

常闪腰， 可从以下 5 个拾物

姿势做起。

罗永贵医生说， 其实除

了肌肉问题外， 闪腰多与患

者施力不当有关，为此，在搬

重物时， 可采用一种健身动

作———硬举， 即保持背部直

立的同时， 将重物尽量靠近

身体， 然后依据自身实际情

况，试力逐渐抬起重物。

而在放下重物时， 应保

持深蹲姿态，即将臀部向后，

屈膝， 然后躯干跟随重物下

沉，放下重物后缓慢起身。

对于一些较轻的物体，

则可采取保持背部平直，一

只脚向后抬起， 如同捡高尔

夫球姿势一般来拾取物品。

当然，也可采取弓箭步，即做

好弓箭步的姿势，再倾身，期

间需一只手臂靠在大腿上用

作支撑， 如此可减轻背部和

腿部的负担。

第三个姿势， 与弓箭步

相似，但两脚可靠近一些，就

像撑着腿蹲下， 背部却依然

保持挺直。

上述 5 个动作， 均让背

部维持在伸直不弯曲的姿

势，且动作要循序渐进，力度

要量力而行， 切不可瞬间用

力过猛， 如此便能很好避免

闪腰的发生。 本报记者 王杰

捡个东西 腰就闪了？

省骨科医院专家教您 5个姿势防闪腰

热线预告

不妨一试

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艾

滋病人不属于法律禁止结婚的范围，

所以，艾滋病人是可以结婚的。 但是，

法律没有禁止艾滋病人结婚并不意

味着法律对艾滋病人结婚自由就没

有任何限制。

由于艾滋病是一种主要通过性

传播渠道而传播的疾病，因此，与艾

滋病人结婚是一种高度危险性的行

为，为了不使与艾滋病人结婚的人的

合法自由和权利受到损害，艾滋病人

在与他人结婚时，必须告知自己的艾

滋病史，不应当加以隐瞒。 否则，就是

对与其结婚的人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的侵犯。 如果与艾滋病人结婚的人在

获知艾滋病人的病史后，仍然准备与

艾滋病人结婚的，那么，法律应当尊

重当事人的选择。

另外， 艾滋病感染者也可以结

婚。 很多已有家庭的艾滋病感染者也

在维持既有家庭。 但艾滋病感染者在

家庭生活中要做好预防，避免将病毒

传染给伴侣。

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有三种，

分别是血液传播、 性传播和母婴传

播。 夫妻双方有一方感染了艾滋病病

毒后， 夫妻生活中要使用安全套；感

染者要接受抗病毒治疗。 一旦在夫妻

生活中出现安全套脱落、 破裂等情

况，暴露的一方要接受预防治疗。

来源：“筑爱部落”微信公众号

艾滋病人

可以结婚吗

节食 或致口臭

以为是痔疮

竟是肠肿瘤

昨日，64 岁的张女士第二次

来贵阳肛泰肛肠医院就诊。几年前

张女士的老伴得过痔疮，就是在该

院治好的。最近张女士也出现了便

血、肛门有坠胀感等不适，以为也

是得了痔疮，就想着过来看看。

经详细检查后，医生确诊张女

士不是患痔疮， 而是直肠肿瘤，且

已是晚期。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专

业委员会贵州分会常务理事姬清

华教授表示，近期他就查出了两例

肠肿瘤晚期患者，他们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把便血、 长疙瘩、大

便干燥等不当一回事，且拖了好多

年，如今一查竟已是癌晚期，让人

唏嘘。

有肛肠不适

还需早重视

今年 53岁的王先生也是来参

加筛查活动的，他便血多年，因忙

于工作也没当回事。 直到年前，其

父亲不幸死于肠肿瘤晚期，而他自

己近期也出现大便干燥、便血加剧

的症状，甚至感觉有疙瘩堵在肛门

口，特别疼，一度怀疑自己也是得

了肠肿瘤。

医生指诊后， 发现在王先生的

肛门口和直肠中部都长有肿物，建

议他进一步进行电子肛肠镜检查，

最终确诊为直肠息肉合并重度环状

混合痔。 医生为他及时进行了微创

治疗，避免了息肉发生恶变的可能。

6种高危症状

应尽早确诊

姬清华教授提醒，大肠肿瘤早

期症状不明显， 且易与痔疮等混

淆，多数肠肿瘤患者就诊时往往已

经到了中晚期。 因此有以下症状

者，一定要到专业医院就诊检查。

1. 排便习惯改变 如之前排

便很规律，最近拉肚子或便秘的情

况十分频繁。

2. 便秘 表现为大便困难或

粪便变细，且一次不能排净。

3.腹泻 水性粪便中还混杂着

血液，排便后还有粪便残留的感觉。

4. 肛门疼痛或瘙痒 可能是

肿瘤细胞刺激神经末梢所引起。

5. 肛门肿物脱出 肛缘有肿

物隆起或直肠内肿物脱出。

6. 便血 常表现为大便表面

带血，颜色鲜红或暗红。

本报记者 李江

警惕 6种高危症状 当心肠肿瘤作怪

专家提醒：凡便秘、大便带血、肛门长疙瘩、瘙痒等，应尽早诊治

入秋以来，记者了解到，在各大医院就诊

的肛肠病患者明显增多， 以便血、 肛门长疙

瘩、疼痛、大便干燥、肛门瘙痒等为常见症状，

且急诊、重症患者增多。 贵阳肛泰肛肠医院为

让更多市民重视肛肠健康，特举办“50 元（原

价 220 元）肛肠疾病专项筛查” 活动，凡有便

血、痔疮、肛门疼痛、大便干燥、肛门瘙痒、肿

物脱出等肛肠不适者，均可报名参加，拨打电

话 0851-85508699�可咨询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