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此一说

近日有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埃克塞

特大学的肌肉骨骼成像专家发现，肥胖

人士做 X光检查需更加谨慎，因为在检

查过程中他们接受的辐射量更多，因此

患上癌症的风险也会有所增加。

2007-2015年期间， 所有患者都在

同一家医院接受了束胃带、袖状胃切除

术或胃旁路手术。 研究人员考察了手术

前所有患者承受 X 射线辐射剂量时发

现，该剂量远高于安全水平。 尤其是当

医生对参试患者的腹部或下背部扫描

时，他们身体所吸收的 X 射线的剂量特

别高， 数值约在 17.6-30.31 戈瑞 / 平

方厘米之间，而英国诊断参考水平仅为

2.5-4戈瑞 /平方厘米。 研究人员随后

通过观察某一器官吸收的辐射量来计

算参试者患癌的风险。 结果显示，X 射

线辐射引起的癌症风险在肥胖人群中

比身材苗条的同龄人高出 153%。

研究人员解释原因时指出，胖人身

体各部位组织比较多，导致做 X 光检查

时需要更高的辐射剂量来测得准确的

结果。 研究结论建议，肥胖人士尽量减

少做 X光检查的次数。 据《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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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一天睡五六个小时很精

神，现在睡 10多个小时还犯困。 80

岁的张爷爷最近几个月开始变得嗜

睡，日前，家人带着老人到武汉市东

湖医院看诊， 才知道是糖尿病在作

祟。

武汉市东湖医院内分泌科副

主任医师彭国萍介绍，很多人对糖

尿病的典型症状比较熟悉， 如口

干、多饮、多尿、体重下降等等，但

却不知道突然嗜睡也可能是糖尿

病发出的“警报” 。

她指出，老年糖尿病患者往往

同时合并脑血管病变，血液粘稠度

升高，容易引起脑动脉供血供氧不

足，频频出现哈欠连连、昏昏欲睡

的情况。当糖尿病发展至酮症酸中

毒或是高渗性昏迷时，体内代谢紊

乱和脱水也会引起嗜睡。 研究发

现，糖尿病和日间极度嗜睡有着十

分紧密的联系， 是健康人群的 2

倍。

彭国萍提醒， 一旦平时觉少、

近期不明原因突然出现嗜睡的老

年人，特别是白天嗜睡，除了警惕

糖尿病之外，还有可能是其他一些

疾病的先兆，如脑血管疾病、甲状

腺功能减退、感染性疾病等，应及

时就医。 据《武汉晚报》

每天抽 5 斤重陀螺一小时，两

年下来右手竟疼得连筷子都握不

住， 到医院检查才知是用力过猛拉

伤了肩袖。日前，接受了关节腔注射

治疗后，张师傅的疼痛得以缓解。

56 岁的张师傅家住硚口，两

年前在朋友的带动下玩起了抽陀

螺。 想着陀螺越大越能锻炼身体，

张师傅特地挑了一个 5 斤的陀螺，

每天吃完晚饭，就去附近的公园玩

上一个多小时。

从一年前开始，张师傅经常感

觉右肩隐隐作痛， 左肩和膝盖也疼

痛不已， 便把每天玩陀螺的时间缩

短到半个小时。最近一周，张师傅发

觉自己拎东西力不从心， 甚至连筷

子都握不住，这才决定到医院看诊。

武汉市第一医院疼痛科医师

李少军检查后发现，张师傅全身多

处慢性肌肉损伤， 尤其是肩袖、膝

关节的半月板和左手腕受损严重。

“陀螺正是伤身的罪魁祸首。 ” 李

少军医师分析，年纪大了肩袖本来

质地变脆，发生退变，加上打陀螺

属于大幅度过肩反复运动，要保持

重心膝关节就要用力支撑，时间一

长，这些部位因用力过度极易出现

劳损。

李少军医师介绍，近几年随着

全民健身运动的流行，因急性创伤

和反复劳损导致的肩袖受损的患

者明显增多。很多老年人喜欢利用

健身器材锻炼身体，单杠或吊环中

的转肩、举重抓举时突然背伸等动

作，极易损伤肩袖。

他提醒，中老年人锻炼应该量

力而行， 最好不要选择幅度大、用

力过猛、下蹲动作多的运动。 喜好

羽毛球、网球、游泳等过肩重复举

动的市民，在运动中要注意肩膀休

息，防止肩袖受损。据《武汉晚报》

打陀螺不当 多处肌肉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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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一氧化碳中毒

前段时间，77 岁的唐大伯因

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在当地医

院住院。经过抗炎、化痰、平喘治疗

后于近日出院。 出院当天中午，唐

大伯在身体痊愈后特别高兴，和家

人一起吃饭时便端起了酒杯，可是

一杯酒下肚，随后就出现了面色潮

红、胸闷明显、乏力、意识不清等症

状，唐大伯昏了过去。 无论家人怎

么呼喊， 唐大伯都没有任何反应。

紧急之下，家人连忙将他送到杭州

市西溪医院就诊。

头孢中断人体酒精代谢

引发双硫仑样反应

经过医生一番询问， 原来，唐

大伯住院期间用过拉氧头孢这种

抗生素，这次刚出院就喝酒，才导

致唐大伯出现了 “双硫仑样反

应” ，昏迷住院。

杭州市西溪医院呼吸内科副

主任王美华介绍， 唐大伯的例子，

是典型的用了头孢类抗生素后饮

酒引起的“双硫仑样反应” 。 简单

来说，双硫仑样反应就是头孢类药

物和酒精在体内共同作用，中断了

人体酒精代谢过程，从而导致体内

“乙醛蓄积” ，出现中毒反应。

双硫仑样反应发生于酒后用

药或用药后饮酒， 症状一般在

5-30 分钟内出现，最慢的 4 小时，

轻则面部潮红及发热、头痛、心悸、

胸闷、恶心呕吐、头晕、心率增快，

重则血压降低、呼吸困难、胸痛、心

律失常、 意识丧失、 心力衰竭、休

克，甚至死亡。

服用头孢后多久能饮酒？

至少 7 天

唐大伯再次住院后，所幸没有

生命危险，经过治疗和观察，一周

后顺利出院了。王美华主任说：“一

般双硫仑样反应都是比较急性的，

没有并发症的话，住院一到两天能

好，像唐大伯这样的，因为肺和心

脏有问题，所以多观察几天。 ”

服用头孢后，多久才可以再喝

酒呢？一般服用头孢、甲硝唑等药物

后，一周内不要喝酒。 另外，饮酒后

假如需要用头孢、 甲硝唑之类的药

物， 须待体内酒精清除

后才行。

浙江省人民医

院消化内科主任潘

文胜说 ， 秋冬季

节，可能易发药、酒

同服的事故，天冷了，

感冒、气管炎、扁桃体

发炎等病人多起来，如

果病人不小心饮酒，容

易发生双硫仑样反应。

临近春节，应酬增多

切记：吃药不喝酒

临近春节，肯定是少不了聚餐

喝酒，王美华主任提醒大家，这段

时间饮酒与使用头孢类药物二者

重叠在一段时间内的概率越来越

大，一定要记得吃药不喝酒，喝酒

不吃药！

“如果喝酒后出现了面部潮

红、视物模糊、头痛气短、胸闷、恶

心、呕吐、心率增快、四肢乏力等症

状，就要警惕双硫仑样反应了。 ”

据《都市快报》

服用头孢后 最好 7天内勿饮酒

医生：易引起“双硫仑样反应” ，出现胸闷、昏迷甚至死亡

老人白天嗜睡 或是糖尿病作祟

专家：突然出现嗜睡的老年人，除了警惕糖尿病之外，还有可能是其

他一些疾病的先兆，应及时就医

今日提醒

众所周知，洗牙是去除牙

菌斑和牙石最有效的方法。 每

半年到一年洗一次牙，可有效

预防牙周疾病，有助于保持口

腔健康。 然而生活中能做到这

点的人并不多。 不过，当你的

口腔健康出现以下问题时，就

该重视洗牙这件事了。

1.牙周不健康者 刷牙出

血、牙床肿胀等症状都属于牙

周问题，有这些情况的患者应

当及时去专业牙科洗牙。 专科

医生会根据牙齿的实际病情

进行针对性治疗，以达到最佳

效果。

2.备孕中的准妈妈 洗牙

会增加流产风险，可见怀孕后

出现牙周问题治疗起来比较

麻烦。 因此这类人群应在备孕

前到口腔科检查口腔情况，根

据检查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洗

牙， 以保证孕期口腔牙周健

康。

3.需要假牙镶复者 镶牙

前进行洗牙及其他牙周治疗，

健康的牙周情况，可保证假牙

在镶复后正常使用。

4. 矫正牙齿者 戴牙箍

后，如果刷牙不仔细，很容易

有卫生死角，使牙菌斑滋生导

致龋齿，也更易长牙结石。 因

此在矫正之前要进行牙周检

查，进而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洗

牙。 此外，在矫正过程中，也要

加强对牙周的检查。

5.其他 当发现自己的牙

齿有黑点、 牙结石以及色斑、

色素沉着等，就需要及时去医

院进行洗牙治疗。

据《生命时报》

五类人

要赶紧洗牙

爱护心脏要从年轻时做起，通

过日常检查身体表征，比如捏一捏

脚踝， 就可能发现疾病的潜在征

兆，达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

目的。

人的脚踝分布着淋巴管、血

管、神经等重要组织，是脚部与血

液流动的重要关口，流经静脉回心

血液。 当心脏不能好好工作时，静

脉血液就不能顺利回流，从而会引

起静脉内压力升高、体液漏出进入

组织间隙， 具体表现为下肢水肿，

尤其是脚踝水肿症状。如果水肿的

同时还伴有呼吸困难、心慌、一活

动就累等症状, 那么一定要当心，

因为心脏很可能出了问题。

简便的检测方法就是用手指按

压脚踝或小腿， 手指松开后按压部

位会呈凹陷状， 如果凹陷不能立即

恢复，须及时就医做下肢超声检查。

同时，每天不妨抽点时间做做

踝关节运动，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

环，增加回心血量，保护心脏。具体

方法是：站立旋踝，一脚站立，另一

只脚旋转画圈， 双脚交替进行，每

次 10分钟左右;交替踮脚：或者可

以尝试两脚脚尖前的 1/3 脚掌着

地，其余的 2/3 悬空站立，踮起脚

尖，再放下，再踮起来再放下，如此

每天重复 20次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活动脚踝时切

忌用力过大、过猛，以防踝关节软组

织的损伤。 南京市第一医院 王敏

心脏好不好 捏捏脚踝测一测

医生手记

燃气、煤气灶具及管道

1、购买燃气、煤气灶具时，需选择

正规厂家生产的、质量合格的热水器；

须请专业人员安装，经检测合格后方

能使用。不要私自更改燃气、煤气管道

设施。

2、使用燃气、煤气灶具时，切记人勿

远离，严防溢锅将灶火浇灭，导致燃气、

煤气溢出，使用完要检查灶具是否完全

关闭。

3、定期对燃气、煤气灶具的气罐、减

压阀、 皮管以及燃气、 煤气管道进行检

修，如发现有老化、破损、锈蚀、漏气或关

闭不严等问题时，应及时更换和维修。

4、家中使用燃气、煤气灶具时，最

好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并定期检查维

护，以确保探测器正常运行。

小型油、汽发电机

不要在室内、车库、地下室等场所

使用小型油、汽发电机，要在室外使用

并远离门窗、通风和排气装置。

汽车

1、车辆停放在车库、地下室时，不

要让汽车引擎持续运转； 车在停驶时，

不要长时间开着空调，也不要躺在门窗

紧闭、开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

2、定期检测汽车的排气系统，防止

排气系统一氧化碳泄漏。 中国疾控中心

胖人要减少

X光检查

如果没有高强度的体力运动，是

不需要过多补充蛋白质的，过多补充反

而会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

这是因为， 人体摄入过多的蛋白

质，并不能完全吸收，水解生成的氨基

酸脱氨， 经过肝脏解毒生成尿素等废

物，这些废物会影响肾小球内外的渗透

压，增加肾小球内压力，增加尿中草酸

和尿酸含量，使泌尿系统结石和痛风的

发生风险增加，长久这样会造成肾功能

的损害。

合并肝肾疾病、痛风的患者不建议

服用蛋白粉。 进行高强度健身，同时服

用蛋白粉的朋友应定期检查尿常规和

肝肾功能。 据《健康时报》

过量吃蛋白粉

或伤肾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