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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慢阻肺高发，本报健康热线引众多患者咨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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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二 再话慢阻肺防治

A11

健康森林

读者可拨打 85811234 与金阳医院专家交流；招募两名患者来现场，报名电话：15885017798
本报讯 10 月 30 日， 本报
“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栏目刊登
的 《秋冬季慢阻肺高发 预防感
冒是重点》一文，引起了广大慢
阻肺患者的关注。 热线期间，本
报接到上百名患者来电咨询该
病症的防治问题。 为此，11 月 13
日 14 时至 15 时，贵阳市第二人
民医院（金阳医院）呼吸与危重
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陈雪英，
将再次针对如何防治慢阻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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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淡粗”
才是好面包
挑选面包有个“
三字
经” —硬、淡、粗。
——
1. 越硬的面包热量
越低，硬面包不甜，含糖
和油脂都很少，而软质面
包油脂约占 10%，热量较
高，不宜多吃。
2. 加盐的面包更加
筋道好吃，因此，面包也
可能是高盐食品， 购买
时，尽量选择口味“淡”
一点的产品。
3.口感较“粗” 、含
有大量膳食纤维的全麦
面包既有助于降低血脂，
又能通便。 购买时看食品
配料表，选“全麦粉” 排
在第一位的面包。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
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师
夏朋滨

话题，与广大读者、患者交流。
陈雪英主任表示，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即慢阻肺），是一种
以持续呼吸症状和气流受限为
特征的呼吸系统疾病，早期表现
为慢性支气管炎及肺气肿。 该病
通常是由于明显暴露于有毒颗
粒或气体引起的气道和（或）肺
泡异常所导致，具有高致残率和
高病死率的特点，且秋冬季是该
病的高发期。

那诱发慢阻肺的高危因素
是什么？ 如果不早期干预、不及
时治疗，该病症还会诱发哪些并
发症？ 患有慢阻肺的患者可以运
动吗？ 针对慢阻肺，平时可通过
哪些锻炼方法来缓解病情？ 日常
生活中，应该如何做好慢阻肺的
防治工作？ 针对此类问题，11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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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贵阳晚报“健康
森林” 版面刊登专家的相关解答
内容。
另外， 本报将招募两名患者
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互动交流，
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报名电话：
15885017798。（本报记者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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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超检查 不同部位准备有别
超声可以连贯、动态地观察
脏器的运动和功能，追踪病变演
变过程，目前已被公认为肝胆道
系统疾病首选的检查方法。
因检查部位不一致， 超声
检查前的准备事项千差万别。
检查胆、 胰 作胆囊超声
检查时， 前一天要少吃油腻食
物，检查前 8 小时（即检查前一
天晚餐后）不应再进食。如胆囊
不显示需要复查， 须禁食脂肪
食物 24-48 小时。 若患者同期
还要接受胃肠 X 线造影， 超声
检查应安排在它们之前， 或在
胃肠钡餐三日之后。 胰腺检查
的准备与胆囊检查相同。
检查脾 单纯检查脾无需

特殊准备，但饱餐后脾向后上方
移位，影响显像，故以空腹为好。
检查胃肠 做胃肠检查，
前一晚要进易消化食物， 检查
当日早晨空腹，禁食禁水。 如患
者需同期作胃肠 X 线或纤维内
窥镜检查， 超声检查也需安排
在它们之前，或在其后 2-3 日，
以免钡剂和气体对其干扰。
检查腹膜后器官 准备同
胆囊。 如需区别病变是否在盆
腔，检查前需要憋尿。 检查前两
天不要作钡剂造影。
检查肝、 肾 检查前无需
特别准备，但最好是空腹进行。
孕妇检查 早孕期经腹检
查子宫附件， 检查前 2-3 小时

老人座椅 选购有讲究
想要一把不高不矮、 不软不
硬的坐凳， 你不妨参考这 5 个标
准去购买。
高度：比膝盖低 1 厘米
这样老人的双脚正好平放在
地面，大腿与地面平行、膝关节弯
曲成 90 度，踝关节保持在自然下
垂、不用踮起的休息状态。
椅面长度：和大腿一样长
如果太长， 老人腰背与椅子
靠背有空间， 腰椎得不到有效承
托。
靠背：腰部最好向前凸
座椅的靠背， 能给腰部一定
的支撑。 椅背要宽大、坚固，最好
在腰部位置还向前凸出。 靠背下
方最好放一个软靠垫， 可使腰椎
保持生理曲度。

扶手：能“
托着” 肘和腕
扶手高度最好和老人坐着、
双臂自然下垂时肘关节的高度一
致，能自然承托老人前臂，减轻
上臂肌肉与双肩的劳累，也
让肘关节和腕关节得到休
息。
硬度：软硬适中
随着年龄的增加，
老人的臀部肌肉会逐
渐萎缩， 加上有的老人
较瘦，坐下时臀部与板凳
“
硬碰硬” ， 可能引起臀
尖(坐骨结节部)疼痛。
因此， 老人可以选择软
硬适中的藤椅， 或者在
板凳上垫个坐垫。
据《生命时报》

应停止排尿， 必要时饮水
500-800 毫升， 务必使膀胱充
盈。 如经阴检查子宫附件，则无
需饮水， 应排尿并尽量排空大
便。 前一天最好少吃油腻食物，
检查前适量进食， 避免过多肠
气干扰检查结果。
检查心脏 休息片刻后脱
鞋平卧，解开上衣纽扣，暴露胸
部，让医生检查。
检查盆腔的子宫及附件、
膀胱、 前列腺等脏器 检查前
需憋尿， 可在检查前 2 小时饮
开水 1000 毫升左右， 检查前
2-4 小时不小便。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
医院 B 超室专家 邢业慧

不妨一试

立冬养生
从睡懒觉开始
昨日是立冬，立冬是阳气潜藏、阴气
盛极、草木凋零、蛰虫伏藏、万物活动趋向
休止的时节。 那么立冬养生要注意什么
呢？
立冬养生 从“
睡懒觉” 开始
早睡以养阳气，迟起以固阴精。 冬季
养生要注意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睡个懒
觉，这样有益于阳气潜藏，阴津蓄积。 另外
要注意衣着，太厚太薄都不好，衣着过少
过薄、室温过低，易感冒耗阳气；反之，衣
着过多过厚，室温过高，则腠理开泄，阳气
不得潜藏，寒邪容易侵入。
避免晨练起太早
年轻人要避免夜生活过于丰富，睡觉
太晚；老年人则要避免晨练起得太早。 早
晨气温低， 易引起全身皮肤毛细血管收
缩，血液循环阻碍增加，导致心肌梗死或
脑溢血等意外情况。 老人晨练应选择在上
午 9 点半以后，以身体微热为度。
要恬淡安静心情好
入冬后，情志要恬淡安静、寡欲少求，
这样可以使得神气内收，利于养藏。 冬季
万物凋零，常会使人触景生情、郁郁寡欢，
要改变这种不良情绪，以养情致。
饮食以滋阴润燥为主
入冬后的饮食可以适当厚重，食材以
滋阴润燥为主。 中医四时养生的基本原则
是“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此时应顺应这
据“
养生之道网”
个趋势养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