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高跟鞋时，尽量少站立少行走，避免激烈运动

常穿高跟鞋 易致脚趾外翻

筑城医讯

今日提醒

热线预告

本报讯 10 月 16 日 （下周

二）14时至 15 时， 贵阳市卫生计

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处 （艾滋病防

治工作处）处长刘毅峰，以及贵阳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防科科长

周健、 副科长袁飞， 将值守本报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青少

年如何防治艾滋病的话题，与广大

读者进行交流。

就目前来说，艾滋病在我国是

以性传播为主，所以对于处在性活

跃期的青少年来说， 能否及时、科

学、有效地了解艾滋病以及艾滋病

的防治知识则显得尤为重要。

与此同时，学校应该如何开展

好青年学生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

育工作， 广大家长作为孩子们的

“贴身教师” ， 能否正确引导孩子

的性教育，对于防治艾滋病也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目前国家对青少年艾滋病

防治工作有哪些策略和具体的工

作要求？哪些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对

青少年的影响较大？ 日常生活中，

青少年该如何有效远离艾滋病？一

旦出现了可能被感染的情况后该

怎么做？ 针对此类问题，10 月 16

日（下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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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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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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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计委、市疾控中心专家将值守本报“健康热线” ，读者可

拨打 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贵阳肛泰肛肠医院持续开展专项筛查半价优惠活动，发现大便异常，可报名参与

57 岁的冯女士近三个月总是排便困难，并且症状越

来越严重， 经诊断确诊为大肠癌；43 岁的何先生因不明

便血就诊， 确诊为直肠癌；52 岁的李先生 4 个月前出现

粘液血便，大便次数增多，肛门下坠疼痛不适，最终确诊

为直肠癌。 数据显示，多数大肠癌患者，就诊时都有一个

共同特点：大便异常。

目前， 贵阳肛泰肛肠医院正在开展肛肠疾病专项筛

查半价优惠活动，凡是有便血、肛门疼痛等高危症状者，

均可申请普查。 拨打电话 0851-85508699�可咨询详情。

来，让我们一起上堂防“艾” 公开课

预防艾滋病，从青少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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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跟鞋是众多时尚爱美女士的

“掌中宝” ，一双漂亮、得体的高跟鞋，

不仅能让女性的身姿更加挺拔优雅，

还能彰显出个人独有的气质。然而，凡

事都有利弊， 高跟鞋在给人带来美感

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健康隐患。

贵州省骨科医院骨内科（颈腰腿

疼专科）三病区医师王荣表示，虽然高

跟鞋深受女性追捧， 但在骨科医生眼

中却是一大致病隐患。 原因在于，一旦

穿上高跟鞋，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人体

的重心就势必会出现前倾，行走时，就

会从原先的脚掌着地， 变成脚尖受力

着地，如此便会对身体造成多种损害。

对此，王荣医师进一步解释说，首

先，脚趾长期受到挤压，会导致脚趾外

翻。 其次，高跟鞋的高跟，会引发人体

足弓塌陷或消失，进而出现扁平足。 同

时，相比平底鞋来说，高跟鞋会使人的

脚底着地面积减小，此时，遭遇路滑或

沟坎时，很容易诱发“崴脚” 的意外发

生。 另外，长期穿高跟鞋，还会导致骨

关节炎、骨盆前倾，以及腰椎损伤。

那是不是就不能穿高跟鞋呢？ 其

实也不是，王荣医师认为，要想美丽与

健康兼顾，就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工作。

如在一些正式场合， 可以选择穿高跟

鞋，而在日常生活中，则应减少穿高跟

鞋的时间。 同时，要注意即使穿着高跟

鞋，也要尽量少站立少行走，给予身体

更多“放松” 的时间，期间，还要避免

跑、跳等较激烈的运动。

其次， 对于爱穿高跟鞋的女性朋

友来说， 在平时则应适当多做一些足

部、踝关节、腿部，以及腰部的松弛运

动， 以此来缓解高跟鞋给身体所带来

的劳损。 如伸脚、蹦脚面、脚趾抓地等

足部运动；抬腿、膝关节屈、伸、勾等腿

部运动；小燕飞、体侧屈、肘膝对碰等

腰部运动。当然，适合每个人的运动方

式不同，选择怎样的运动方式，还需经

专业医生指导后才能进行。

此外，每天睡觉前，还可以用温水

泡脚、按摩足底，这样也能有助于缓解

足部疲劳。 本报记者 王杰

扫描二维码，关注“贵

阳晚报黔生活” 微信公

众号，有健康问题随时问。

刷牙出血

是身体在报警

牙龈出血是身体给你的

警告。 极少数情况可能是血

液性疾病所致， 绝大多数情

况是因为牙龈发炎了。 牙龈

炎一开始只是轻微的牙龈出

血，如果不进行治疗，会进一

步出现牙齿松动，甚至脱落，

也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会导

致“老掉牙” 的牙周炎。 牙周

病特别是牙周炎还与一系列

的全身疾病相关：如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肾脏疾病、早

产及低体重儿、骨质疏松、肥

胖等。 这可能是大家没有意

识到的。 患有牙周炎时，会影

响全身健康。 全身因素也会

影响牙周组织的健康。

据《健康报》

“猝死是有先兆的。 一部分猝死

可能先兆不典型或不被重视，但也有

半数以上在发生的前两周就出现明

确的表现，因此，应该在先兆期及时

采取措施阻止病情恶化。 ” 解放军总

医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何忠杰表示。

何忠杰主任指出，患者在发病前

两周左右可能出现胸闷胸痛、 昏厥、

情绪焦虑、失眠、强大的心理压力等

症状。 此时应保持警觉并及时阻止状

态恶化，如自觉休息、缓解疲劳、寻求

亲朋好友的关注和疏导、积极进行医

疗干预等。

如何预防？何忠杰主任表示，针对

心脏性猝死， 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高

血脂和高血压、戒烟、限酒、合理饮食、

加强锻炼。当生活方法无效时，要进行

药物干预预防；药物治疗未达效果时，

要进行住院治疗。 据《科技日报》

警惕猝死先兆症状

美国新泽西州罗斯曼骨科研究

所理疗康复专家法尔肯表示，跳舞可

缓解衰老进程，给老人带来真正的健

康益处。 跳交际舞是充分利用自身体

重的一种有效锻炼方式；华尔兹有利

于老人的心血管健康。 法尔肯还强

调，舞者必须保持的不同姿势对锻炼

核心肌肉群至关重要。 美国《老年病

学与老年医学档案》杂志刊登一项研

究发现，参加舞蹈训练的体弱老人比

对照组老人平衡能力更强，摔倒次数

更少。

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

一项研究表示，舞蹈是唯一可降低老

年痴呆症风险的身体活动。

据《生命时报》

跳舞可延缓衰老

水果虽好，但过量食用会伤害脾

胃和阳气。 一是水果分寒凉温热。 体

质偏温热的人，可适量生吃些偏凉性

的水果，如瓜类、柚子等；体质偏寒凉

的人， 可适当吃些性偏温热的水果，

如芒果、荔枝等。 但若大量盲目食用，

会影响阳气升发。 二是现代人脾胃功

能不够强，有人一吃水果就感到腹寒

腹泻， 他们没法吸收水果的有益成

分，还会影响脾胃之气。

河南省中医院治未病科副主任

医师 吕沛宛

水果过量易伤阳气

有此一说

大便异常 或是大肠肿瘤先兆

便秘好了却腹泻

一查竟是直肠癌

47 岁的刘女士， 便秘已经长

达 3 年， 由于每年都查肿瘤指标，

且年年正常， 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10 天前，她的便秘突然好了，但是

却开始腹泻，起初她以为是自己吃

坏了肚子， 但 2 天后又发现便血，

于是前往贵阳肛泰肛肠医院就诊。

接诊医生了解到， 这 3 年来，

刘女士不仅便秘，排便习惯也有所

改变，大便变细，次数变多。医生高

度怀疑刘女士可能是患了直肠肿

瘤， 经检查果然发现一个 3×4 厘

米的肿瘤，且表面已坏死和糜烂。

多种大便异常

小心结直肠恶变

“虽然结直肠癌在临床上有很

多表现，但最典型的还是排便习惯

及性状的改变。 ” 中华中医药学会

肛肠专业委员会贵州分会常务理

事姬清华教授介绍，结直肠癌是极

少数可防治之癌，早期治愈率较高。

为了能早期发现、早治疗，提醒大家

应留意以下 4种大便异常改变：

1. 大便带血： 或伴有肛门疼

痛、肿物脱出，排便、少量黏液性

便、黏液血便；

2.长期便秘：如排便费力、大

便有血迹，呈槽沟状、扁条状、细条

状等；

3.大便异常：粪便形态异常、排

便次数异常、便不尽或便后下坠感；

4.无明显原因的腹泻、便秘交

替出现：尤其老年人突发“便秘” ，

更要警惕。

确诊肛肠病

仅需 1次超导光肛肠镜检查

“临床上， 肛肠疾病种类繁

杂， 很多疾病外在症状十分相似，

且大部分肛肠疾病患者都同时患

有多种肛门病，单一病种很少。 ”

姬清华教授表示，临床上，直肠癌

被称为恶性肿瘤、“误诊之王” ，因

其早期误诊率极高，其中最易与痔

疮出血、息肉出血等相混淆，多数

患者检查到“痔” 就不再做进一步

诊断治疗， 直肠内发生的癌前病

变，如息肉、溃疡等也因此被忽视。

“结直肠病变自然病史可达 5

年—10年，如能在癌前病变阶段查

出，就能早发现早治疗。 ”

姬清华教授介绍，其实肛肠疾

病确诊很简单，一般检查只需要三

五分钟就可以，也没有痛苦与不适

感。 目前，贵阳肛泰肛肠医院正在

开展肛肠疾病专项筛查半价优惠

活动， 读者若出现排便习惯改变、

便血、肛门长疙瘩、疼痛、瘙痒等高

危症状时， 应及时到医院查明病

因，排除恶变。

本报记者 李江

贵州省骨科医院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