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线预告

随着社会人口的老龄化以及

交通事故伤的逐年增加， 我国老

年髋部骨折已成为创伤骨科常见

骨折之一， 该病不仅会影响患者

正常生活， 处理不当还会引发各

类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针对如何科学应对老年髋部骨

折的话题，8月 7日 14时至 15时，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骨外科副主

任、副主任医师李绚将值守本报“专

家坐诊”健康热线，与读者交流。

必须提醒的是， 老年髋部骨

折后一年的死亡率达 30%。 同时，

一旦老年人出现髋部骨折， 处理

不当还会引发褥疮、肺部感染、尿

路感染，甚至下肢静脉栓塞、肺栓

塞等并发症，严重者会危及生命。

8 月 7 日 14 时至 15 时，读者

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腰部长期隐隐作痛就是腰肌

劳损吗？错！对于一些免疫力和抵

抗力较差的人群来说， 除了要注

意诱发腰痛的常规因素外， 还应

留意自身是否存在脊柱结核。

针对如何科学防治脊柱结核

的话题，8月 6日 14时至 15时，贵

阳东方骨科医院脊柱科主任、主任

医师田建洪将值守本报 “专家坐

诊”健康热线，与读者交流。

需要提醒的是， 脊柱结核喜

好找寻免疫力和抵抗力较差的人

群，一旦被该病盯上，又没有得到

及时治疗，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

结核杆菌会逐步破坏脊柱的骨骼

结构，侵犯脊髓神经，轻则出现驼

背畸形，重则可能致患者瘫痪。

8 月 6 日 14 时至 15 时，读者

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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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丝瓜 150 克，绿茶 5 克，葱

1根，盐适量。

做法：丝瓜去皮，切成 1 厘米厚的

片；葱洗净，切段备用；锅中放入适量

水，放入丝瓜、葱及盐，待丝瓜煮软后，

放入绿茶，浸泡入味即可。

功效：此方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通

络、利尿的功效，对痛风有一定的缓解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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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

饭量变少

可能和这些病有关

如果生活环境没有特殊变化，

短时间内食欲不佳， 身体消瘦，就

要警惕是不是这些原因“偷” 走了

你的饭量。

1、胃肠疾病：如慢性胃炎、消

化道溃疡、 胃液分泌功能下降、消

化系统功能紊乱等，都会造成食欲

不振。

2、心理精神疾病：食欲由脑部

来控制，生活工作压力大、睡眠不

好，都会对食欲有影响。

厌食症是一种心理障碍性疾

病，这类患者因怕胖、心情低落而

过分节食、拒食，造成体重下降、营

养不良， 甚至拒绝维持最低体重，

属于与心理因素相关的生理障碍，

要去精神科就诊。

3、心脏病：当心功能不全时，

一方面，胃肠道供血不足，会导致

消化能力下降， 引起食欲不佳；另

一方面，胃肠道内血管的淤血会抑

制食欲。

严重心脏病时，身体会释放一

些物质，成为炎症因子，也是造成

食欲下降的原因，如严重冠心病导

致心衰、肺心病、部分症状不典型

的心肌梗死，有时出现的唯一不适

就是食欲下降。

4、脑血管病：脑血管破裂出血

或血栓形成，都会影响大脑血液供

应，从而引起食欲不振、精神疲乏

等现象。 如果突然很没食欲，加上

出现一侧手脚无力、 呕吐等情况

时， 家人应高度怀疑脑血管病，及

时就医。

5、肝胆胰疾病：乙肝患者等肝

功能不好，往往食欲不佳。 胰腺肿

瘤的患者发病非常隐匿，表现往往

是莫名的食欲下降和消瘦。

6、恶性肿瘤：不明原因的食欲

下降或进行性消瘦，是恶性肿瘤的

重要症状之一，有时还是某些肿瘤

的首发症状，而且，大多数癌症病

人出现此症状时已处于晚期，如原

发性肝癌。

另外，食欲下降也常常是白血

病、多发性骨髓瘤、恶性淋巴瘤等

造血系统恶性肿瘤的早期症状。这

些病会导致机体代谢亢进，体温也

持续升高， 使得蛋白质大量分解，

患者会日渐消瘦。

7、缺微量元素：缺铁性贫血、

缺锌等导致的食欲下降，也会影响

胃口。

开胃也要对号入座

除了特殊疾病原因引起的食

欲不振外，平时一提起“没胃口” ，

你可能就想到吃山楂等酸性食物

开胃， 但食欲不振的原因各不相

同，盲目吃酸可能没效果。

吃点含锌食物，刺激味蕾。 锌

是促进味蕾生长的重要物质，锌缺

乏会导致味觉素分泌减少，影响味

觉，导致味觉下降、挑食偏食。

含锌丰富的食物主要是：贝类

海产品和动物肝脏、瘦肉等。 尤其

生蚝是常见食物的 “含锌冠军” ，

大概两个生蚝就能满足每日锌的

需要。 菌菇类，大豆、杂豆、小麦等

谷物胚芽、山核桃等也是“藏锌大

户” ，可以适当多吃。

少食多餐， 促进食欲。 气温升

高，人体的基础代谢降低，相对来说

饿得慢， 加上消化酶活性受温度影

响有所降低，导致消化功能下降，食

欲降低。此时饮食应清淡，避免高能

量油腻的食物。不妨少食多餐，可在

上午、下午及晚上加餐，只要总能量

不超标，就不用担心发胖。

选择适合夏天的食用油

比如精炼的茶油、 芥花油，尤

其是芥花油，颜色、质地和味道都

很清淡，能很好地还原食材的味道

和色泽。

它的饱和脂肪含量仅为橄榄

油的一半，且不含反式脂肪和胆固

醇，特别能调动食欲，适合夏天凉

拌、烧烤和炒菜时使用。

据“生命时报微信”

《夏季食欲观察报告》：

这些病都在偷走你的胃口

夏天一到，你的胃口是不是变

差了？这对于吃货来说，无疑是一

种折磨。 虽然食欲会被高温暂时

“偷” 走，但长期食欲不振，可能

是某些器官“失守” 出现的疾病

信号。

核心提示

今日提醒

近日，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项研

究发现， 孩童时期多晒太阳有助预防

日后患炎症性肠病的风险。

炎症性肠病正在全球蔓延， 患病

人群逐渐呈现低龄化趋势。 为明确阳

光照射与炎症性肠病的关联性， 研究

人员对本国儿童进行了追踪调查。 他

们发现，每天只需在户外接受日照 10

分钟， 参试儿童患炎症性肠病的风险

便会下降 6%；晒太阳半小时，该风险

会下降近 20%。

研究领导者指出， 太阳光线有助

改善免疫系统，缓解肠道炎症：“成年

人不妨现在就行动起来， 每天到户外

晒一会儿太阳， 经常带着孩子到阳光

下玩耍，更将改变他们的一生。 ”

据《生命时报》

晒太阳十分钟

儿童肠炎降 6%

近日， 法国巴黎大学营养流行病

学系的研究人员发现，喝含糖汽水、运

动饮料、100%的果汁甚至会增加患癌

风险。

研究者发现， 饮用含糖饮料与总

体癌症风险之间存在相关性， 尤其是

乳腺癌的风险。 具体而言，每天喝 3~4

盎司（88~118 毫升）含糖饮料与患癌

症的总体风险增加 18%有关； 在女性

中， 同样的饮用量与患乳腺癌的风险

上升 22%有关。

这项研究成果认为， 含糖饮料之

所以会增加患癌症的风险， 是因为糖

除了提高血糖水平和炎症外， 还会增

加身体脂肪， 所有这些都是癌症的风

险因素。 此外，研究人员推测，存在于

这些饮料中的化学物质也会增加患癌

风险。 蔡利超

含糖饮料

增加肿瘤风险

痛风

喝丝瓜绿茶汤

不妨一试

“一点不夸张，我 4 年摔坏了

100多部手机。 ”近日，在空军军医

大学唐都医院的病房里，25 岁的

陕西咸阳小伙子小白给记者看他

手机内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堆破烂

手机。 原来，小白患了一种叫抽动

秽语综合征的疾病。

该病在小白身上主要有两种

表现，一是经常不自主、毫无征兆

地大喊一声；二是经常毫无理由地

将手上的东西使劲摔出去，比如扔

手机。 4 年来，这两个症状由轻到

重，发作越来越频繁，各种药物治

疗均未收到明显效果。 今年 6 月

初，小白住进唐都医院神经外科病

房。 经详细检查评估后，该科王学

廉教授为其主刀进行了脑深部电

刺激手术。

近日，小白到唐都医院为植入

体内的脑起搏器开机。医生用无线

遥控在白某胸前操作开机后，经过

一系列的参数调整，白某原本“无

处安放” 的肢体一下子安静了，并

且不再发出怪叫声。 住院两天，他

再也没有出现摔东西的动作，“感

觉自己终于是个正常人了” 。

王学廉教授介绍，抽动秽语综

合征是多发于儿童、青少年的一种

神经精神疾病， 其特征为不自主

的、突发的、快速重复的肌肉抽动，

通常早发症状为眨眼、噘嘴、耸肩

等， 之后逐渐发展到四肢和躯干，

可出现一侧投掷运动、踢腿等。 在

肌肉抽动的同时常伴有爆发性的、

不自主的发声和秽语， 如咳嗽声、

猫狗怒吼声等。患者出现这些症状

时主观意识清楚，但是自己无法控

制，目前该病病因尚不明确。

“针对抽动秽语综合征，现在

主要是进行阿立哌唑、氟哌啶醇等

药物治疗，经多种药物治疗无效的

难治性病例可以尝试脑深部电刺

激术，效果因人而异。 另外，这种疾

病需要早发现、早治疗，若发现孩

子有不正常的做鬼脸动作、清嗓子

的声音，或者喜欢摔东西，就要多

加警惕，及时到医院神经科检查。”

王学廉教授提醒。 据《健康报》

经常摔坏东西 可能也是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