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年人失眠的原因，除了衰老和

老年慢性病造成的用药反应外，还有

社会心理原因。 老人退休后与亲友交

流过少，思虑过多；还有一些老人对

睡眠有恐惧感，担心在睡梦中离开人

世，因而抗拒睡觉，并且黑夜会增加

这种恐惧。 建议老人多分散注意力，

睡前听广播，特别是主持人语言风格

较为温婉的读书类或音乐类广播是

不错的选择。 据《大河报》

老人失眠

睡前听听广播

推荐几节“关节操” ，每天 10 分

钟，坚持一段时间，膝盖酸痛就会有

明显改善（注：在关节疼痛肿胀明显

改善时才做； 急性期以休息为主，行

走时用拐杖）。

坐在板凳上或是床边， 快速绷直

小腿，与大腿呈直线，足尖尽量内勾，保

持 5秒，再慢慢放下。这为一组，每组做

15个，一次做 3-5组，一天做 2次。

仰卧在床上，单腿绷直，上抬 30

度左右，保持 10-30 秒，换另一条腿。

两腿交替运动，随后也可练习用脚挑

起一个枕头，增加力量，每天 2-3次。

背靠墙，尽量紧贴，往上快速提

脚跟，保持 5 秒再放下，10 次为一组，

每次做 3-5组。

湖北武汉市武昌医院创伤外科

主任 陈森

“关节操”

改善膝盖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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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奶口感酸甜，营养丰富，是老

少皆宜的健康饮品。 常喝对健康起

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尤其遇到以下

几种情况时，特别适合喝酸奶。

消化不良时 和普通牛奶相

比，酸奶中的蛋白质更易吸收，发酵

后产生的乳酸还能抑制有害微生物

的繁殖，促进胃肠蠕动和消化液的

分泌，提高多种矿物质的吸收率，因

此适合消化不良时饮用。 需要提醒

的是，吃撑了不建议喝酸奶助消化。

腹泻时 腹泻时最好不要喝牛

奶，因为牛奶中含有乳糖，会刺激肠

道，加重脱水、腹泻等症状，并在大

肠中引起胀气。 酸奶则不在限制之

列，因为其中的乳糖已经被乳酸菌

利用，同时乳酸菌还可以提供乳糖

酶。 但不要空腹喝，以免加重不适。

心情不好时 研究表明，肠道

健康也会影响情绪，常喝酸奶可以

减少与情绪和疼痛感有关的大脑区

域活动。 此外，酸奶富含钙，并且有

利于人体吸收。体内缺钙的人，神经

系统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 缺钙还

会加剧失眠， 而睡眠不好时心情往

往较差。 因此，心情不好时可以

喝点酸奶。

有口臭时 研究显示，

有口臭的人每天喝无糖酸

奶，连喝 6 周，症状就会得到

改善。 但避免选含糖酸奶，尽量

选择碳水化合物低的产品。

服用某些药品时 服抗菌素

会引起肠道菌群紊乱， 降低免疫

力，经常饮用酸奶有助调节菌群平

衡，保护人体抵抗力。服用维生素、

矿物质等营养素药品可以用酸奶

送服。 但含有重金属和碱性物质

的药品不适合用酸奶送服。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营养学

部委员 刘明

五种情况 喝些酸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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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血压时， 究竟该选哪只胳

膊，有这些疑问的人，肯定不在少

数。 人体的右手肱动脉来自头臂

干分支， 左手肱动脉来自左锁骨

下动脉， 按照 “水龙头出水” 理

论， 右臂测量血压一定会高于左

臂。 因此，权威的《诊断学》给出

的标准推荐是测右手手臂血压。

但也有医生对数百名患者的

左右上臂血压进行对比研究发

现， 大多数人的左上臂舒张压要

稍高于右上臂。

2018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给出

的高血压管理指南推荐， 第一次

测量血压时， 应测量双上肢的诊

室血压，当两侧数值不一样时，选

择血压较高的一侧上肢， 作为日

后测量的固定手臂。

总体来说， 左右手臂的血压

差异并不大， 任何一个健康人的

两上肢血压都可能存在 5-10�毫

米汞柱的差异；且即使不换手，同

一侧上肢连续 10 次测下来，也会

存在很大的差异。

比选择左右臂更关键的是，

为保持测量的稳定性， 建议测血

压前 30 分钟内不喝浓茶、 咖啡，

不吸烟、饮酒，也避免憋尿；测量

之前静坐 5 分钟，避免剧烈运动；

找准位置，避免气囊太紧或太松，

这样得出来的血压数值， 才更具

临床价值。

据《生命时报》

测血压 测左臂还是右臂？

受访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副主任 孙宁玲 / 深圳大学总医院心内科博士 董逢泉

金秋时节，大街小巷的银

杏树在点缀城乡美景的同时，

银杏的果和叶也被不少老年

人当作治病养生的 “宝贝” 。

银杏果的功效与作用有很多，

可补益肺肾、降痰定喘、通畅

血管、改善大脑、保护肝脏、增

强记忆、 预防老年痴呆症、防

止脑供血不足、滋润皮肤等。

银杏果使用不当，会引发

中毒。首先切莫给 5岁以下的

小孩吃银杏果。 其次不能生

吃。由于银杏中含有氰甙这种

物质，在大量生食后，它会导

致服用者出现呕吐、 嗜睡、恶

心、 口唇发麻的中毒症状，严

重者还会神志不清、 重度昏

迷，有生命危险。 为了保险起

见，最好前往药店购买经过加

工炮制过的银杏果。 李向东

银杏果

不能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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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9 日，2018 年贵

阳市青年艾滋病防治知识电视竞赛

在贵阳举行。 活动由贵阳市卫计委、

市教育局、团市委和市计生协联合主

办，市疾控中心承办。

据悉，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HIV）引起的一种危害大、死

亡率高的严重传染性疾病。该病的传

播途径有性接触传播、母婴传播以及

血液传播三种。青少年接受科学的性

教育是防范艾滋病传播的重要渠道，

为此， 相关部门举行了这次知识竞

赛，意在提升预防艾滋病知识的知晓

率和传播率。

参加此次知识竞赛的 10 支代表

队，分别进行了必答题、抢答题和猜

词三个竞赛环节，内容涉及艾滋病基

本概念、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 经过

3个小时的比拼， 观山湖区代表队获

得一等奖；息烽县、乌当区、修文县、

花溪区代表队获二等奖； 开阳县、南

明区、云岩区、白云区、清镇市代表队

获三等奖。 （本报记者）

防艾知识竞赛

在贵阳举行

图为竞赛现场

今日提醒

观山湖区代表队获一等奖

早筛查 可早干预

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17

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我国每

分钟约 7人被确诊为癌症，一天就

有约 1万名新发癌症患者，且癌症

的发病率正持续上升。 癌症的类型

多达 10余种，以肺癌、肝癌、胃癌、

肠癌、乳腺癌等较为常见。

贵州省肿瘤医院胸外科副主

任杨松表示，如果早期发现，很多

癌症的治愈率较高，因此，能否尽

早进行筛查，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

我省较为常见的几种癌症为例，哪

些人群该做好癌前筛查：

肺癌筛查 45 岁以上人群，

有家族遗传史或长期吸烟史、高危

职业接触史的人都属于肺癌的高

风险人群，应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

旋 CT检查。

肝癌筛查 有肝炎病史或肝

硬化者，建议每六个月做一次肝脏

检查，包括做肝脏超声以及抽血查

甲胎蛋白。

乳腺癌筛查 25 岁以上的女

性可每年进行一次乳腺彩超筛查，

40 岁以上女性应常规每年进行钼

靶联合乳腺彩超检查。 同时，有乳

腺癌家族史的人，应作为重点筛查

对象。

胃癌筛查 建议 40 岁以上的

人每两年查一次胃镜。有胃癌家族

史或在胃癌高发区居住的人更需

重视。 同时，对既往有慢性萎缩性

胃炎、胃息肉的病人，即使病情没

有变化， 最好也定期进行胃镜检

查。

肠癌筛查 对于没有大肠癌家

族史的人，建议从 50岁开始每年进

行一次大便潜血检查和一次肠镜检

查。同时，对于 30至 40岁有消化道

症状者、有大肠癌家族史者，也应半

年或一年做一次肠镜检查。

有十种异常 当心是癌症

杨松副主任表示，虽然多数早

期癌症具有一定的隐匿性，但癌症

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样的

过程中，患者的身体就会出现一些

症状表现：

1.身体任何部位，如乳腺、颈

部或腹部的肿块，尤其是逐渐增大

的；2.身体任何部位，如舌头、颊粘

膜、皮肤等处没有外伤而发生的溃

疡，特别是经久不愈的；3.中年以

上的妇女出现不规则阴道流血或

分泌物（俗称白带增多）的；4.进

食时胸骨后闷胀、灼痛、异物感或

进行性加重的吞咽不顺的；5.久治

不愈的干咳或痰中带血者；6.长期

消化不良，进行性食欲减退、消瘦，

又未找出明确原因者；7.大便习惯

改变，或有便血者；8.鼻塞、单侧头

痛或伴有复视者；9.黑痣突然增大

或有破溃、出血、原有的毛发脱落

者；10.无痛性血尿者。

这些都有可能是早期癌症的

临床表现，如发现上述情况，应尽

早就医明确诊断，以免延误病情。

防癌 应从日常入手

杨松说， 每种癌症的出现，都

需要很多因素共同作用。 例如，众

所周知吸烟很容易诱发肺癌，但并

非每一个吸烟者都会得肺癌，原因

在于这当中还需要有其他的因素

作用，如长期劳累、心情不愉快、免

疫力下降等等。

所以，要预防癌症，关键在于

多方防控，特别是需从日常生活中

的细节入手。 如在饮食方面，应适

当多吃不同种类的蔬菜水果、全谷

物和豆类食物，一般每天进食最少

5种蔬菜水果。

与之相对，应减少进食牛、猪、

羊等红肉， 避免食用加工肉类，少

喝含糖饮料， 少吃高热量食物，少

吃高盐食物；勿吸烟或咀嚼烟草类

产品，控制饮酒。此外，要注意预防

感染，因为一些癌症是由病毒引发

的， 如预防乙肝可降低肝癌风险，

预防 HPV能降低宫颈癌风险。

每天最少运动 30 分钟， 通过

运动能加快人体新陈代谢，排除体

内废物。通过运动还可以起到控制

体重的目的，因为脂肪过多会增加

大肠癌、食管癌、胰腺癌、肾癌、子

宫内膜癌，及更年期女性乳腺癌的

患病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由于对

癌症缺乏科学的认知，认为营养补

充剂可预防癌症，其实目前没有任

何一种营养补充剂是具有预防癌

症效果的，而人体最佳的营养来源

就是食物。

最后， 就是要保持心理健康，

因为长期抑郁的情绪，对人体的免

疫系统也会带来不良影响。

本报记者 王杰

日前， 著名节目主持人李咏在

经过 17 个月的抗癌治疗后，不幸离

开了人世。 此消息被广大网友刷屏

转载的同时， 科学防癌的话题再次

受到广泛关注。

癌症来袭 多有信号

贵州省肿瘤医院专家：在我省肺癌、肝癌、乳腺癌等较常见，科学防范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