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季老人出行注意些啥？ 老年人往往体力较差，手脚不灵活，
视听力下降，对外界反应较迟钝，所以在
旅游时，应该重视并加强保健工作。

老人易疲劳且不易恢复，旅游中要有充足的休息和睡眠。若感到体力不支，可休息几天或中止旅行。在长时间步
行游览时应随时坐下小憩。1

老人体温调节功能较差，易受凉感冒，所以衣服要带得够，以便随时增减。行走出汗时不要马上脱衣敞怀。昼夜温差
大的地区，睡前要盖好被毯，夜间风起雨来时要关好门窗。2

老人胃肠功能减弱，水土不服容易引起消化功能紊乱，所以饮食应以清淡为宜，多吃些新鲜蔬菜和水果，少食油
腻和辛辣生冷食物，最好少饮或不饮酒。3

老年人自身平衡控制力差、行走常不稳，易摔跌、绊倒，一般来讲，尽量不登山下水，进行过分消
耗体力的活动。4

老年人在旅游时，应注意做好脚的保健，如穿着柔软合脚的鞋，晚上用热
水烫脚，并可自我按摩双腿肌肉和脚心，这样能使你在旅游中无论行走还是爬
山，都会感到格外轻快。5

有慢性病的老人外出旅行，特别是冠心病、糖尿病、哮喘、高血压等病，一
定要带上一些有关药物，一旦犯病要及早用药。并把自己的病告诉同行者，以
便互相关照。6

（圣石）制表/王凤龙

旅途应带轻便、
宽松衣服

首先，应该准备一件随便穿
脱的外套。早上出门时穿一件
风衣，中午感到热时，可脱掉，这
样能有效预防感冒。除此之外，
还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轻便：过厚和过重的衣服易
造成负担。

宽松：紧身衣裤不但妨碍关
节和肢体活动，而且会摩擦皮
肤、有碍血液循环，也不利于汗
液的蒸发，有损健康。

暖色彩：衣服的色彩直接影
响到人们的心态、情绪和旅游气
氛等。暖色彩衣服不仅拍出的
纪念照效果好，还有利于同伴们
寻找。

【穿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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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长假即将到来，出游成为
很多人的首选。登山、徒步、游泳、骑
行等旅游活动中，如何既尽兴又避免
身体损伤呢？海南日报记者近日采访
了三亚市人民医院脊柱关节科副主任
医师白云波。

“游泳、自行车是目前公认的健康
运动，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中老年
人及体重过大的朋友就不适宜参加登
山、骑自行车、爬楼等运动。”白云波
说。

白云波介绍，运动时，关节软骨面
的摩擦加剧，很容易造成伤害。一旦
磨损，几乎无法再生或修复。软骨盘、
韧带、关节囊以及周围肌肉的损伤，往
往会引起肿胀、活动受限及关节不稳
等情况，影响运动和生活质量。

白云波认为，人们平时应加强肢
体肌肉力量的锻炼，登山前热身要充
分，充分拉伸肌腱韧带，避免疲劳。同
时，要注意调整呼吸，背包轻量化及越
野行走手杖，应成为登山爱好者必备
的运动辅助品。一旦出现关节疼痛、
肿胀等腿脚活动受限的情况，要立即

停止登山及时休息，到正规医院找运
动医学专业医师就诊，以免耽误治疗。

在野外徒步时，人们也许还会遇
到膝、踝关节扭伤等情况，遇到该情况
时，白云波建议，应立即休息并进行固
定及冰敷。如果扭伤极其严重，则应
马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白云波提醒，海岛游时，应注意避
开水母、海胆和礁石上的贝壳，不要在
陌生水域戏水。一旦划伤，可以用洁
净水冲洗、包扎，并去就近医院处置。

游泳时，心理紧张、水太凉或身体
过于疲惫，都可能导致抽筋。白云波

表示，一旦出现抽筋，千万不要慌乱，
在调整情绪和呼吸、放松身心的基础
上，保持头部露出水面，小腿或脚趾抽
筋时，马上将腿屈起，用力将足趾拉
开、扳直；手指抽筋时，手握成拳头，
然后用力张开，如此反复，即可缓解抽
筋症状。

骑行是一项广受现代人喜爱的低
冲撞运动。白云波表示，虽然骑行属
于较温和的运动，但容易累积微小伤
害而产生大伤害，尤其是对膝关节。
骑行容易引起肌腱炎、韧带拉伤及摔
伤骨折等创伤，而过量的骑乘或挑战
高难度的路线，都容易造成损伤。

白云波提醒，一旦出现肢体摔伤，
流血，肢体肿胀等情况，应停止活动，
并立即进行简单清洁和包扎，以树枝
或木板简单固定，立即送医。对于肌
腱炎、韧带拉伤等情况，人们应该养成
定期运动的习惯，运动前充分拉伸肌
腱韧带，遇有不适时，迅速停止运动，
并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旅行中应避免身体损伤
适量运动是关键

生活中，很多老人都戴假牙，使用
时间长了之后，常会感到不舒服，吃东
西牙齿常“走动”。

拜博口腔医疗集团学术委员会主
席、首席种植专家徐连来教授解释说，
假牙使用久了会磨损，牙龈会变薄。
随着牙槽骨的进行性吸收，假牙与口
腔黏膜之间的密合度就会降低，使咀
嚼效果变差，甚至可能一张嘴就掉。
很多患者希望有“零负担”的修复方
式，使用时如真牙般舒适无烦恼。

徐教授认为，解决以上问题最好
的方法就是做种植牙手术，修复后效
果可以恢复与健康牙一样的咀嚼功
能。种植牙的手术过程是先用外科手
术将种植体植入牙槽骨内，等待3-6
个月的骨整合，种植体与牙槽骨整合
好了就相当于我们的人工牙根已经种
好了，再连接基台、取模、制牙和戴牙，
修复完成。由于种植体给予的支撑，
种植牙可以获得与天然牙功能、结构
以及美观效果十分相似的修复效果，
已成为越来越多缺牙患者的首选修复
方式。

拥有植入种植体手术20年临床经
验的徐连来教授强调，是手术就存在
一定的风险性，安全是做种植牙手术
的前提，患者准备做种植牙手术前最
好慎重选择，而周密的术前检查、安全
有效的技术支持、手术专家的丰富临
床经验等都可有效避开风险。因此，
徐连来教授提醒广大患者，种植前应
作充分了解和评估：1、你选择的机构
是否有经过卫生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开
展种植牙技术的批文；2、了解为您实
施手术医生的专业培训证书；3、尽可
能选择条件较好、团队能力较强的医
疗机构治疗才较为安全。

海南拜尔口腔医院隶属于拜博口
腔医疗集团旗下的第36家连锁机构。
医院汇集优秀的口腔专家，集团专家
定期轮流到琼巡诊，拥有国际尖端设
备。医院开展种植牙、牙齿矫正、牙齿
美白、口腔护理、儿童齿科等高端口腔
服务，医院各学科的治疗项目都执行
国际化标准，医疗质量管理规范，医疗
质量值得信赖！

（晓原 林宇）

种植牙：牙齿完美修复零负担
专家提醒，安全应始终放在第一位

旅途中，
5类小物品能派大用场

很多小东西虽然看上去不起眼，却对我们的
出行健康保障有很大的帮助，不妨细心准备齐了。

帽子：大多数火车的卧铺车厢在枕头处都会
有一个长时间送风的出风口，温度不能个性化控
制，很多人乘坐卧铺后因此感到头痛。对此，最好
准备一顶帽子，最好是材质柔软且不透风的毛线
帽或羊毛帽、呢帽，尤其对于平时头部受风容易着
凉的人更要准备。

话梅、生姜、橘皮：有时，话梅、生姜和橘皮对
于有晕动病的人来说，能起到与晕车药一样的效
果。如果有晕车症状或情绪不振，建议用两片生
姜贴在内侧手腕上并用胶布贴牢，或者将生姜或
话梅含在嘴里。此外，将橘皮放在鼻子下随时闻
一闻也能预防晕动病。

葡萄糖粉、巧克力：很多人患有低血糖，在旅
途中容易感到头晕、胸闷、全身无力甚至冒冷汗。
这类人群最好在出行前遵医嘱购买一些葡萄糖粉
随身携带，感到身体不适时立即用水冲服葡萄糖
粉，能够最迅速地缓解低血糖，或者立即吃一些巧
克力或糖果补充能量。

眼罩：旅途中人员嘈杂，大家很难有统一的作
息，所以当想要避开灯光小睡一下、养养神时未必
能很快入睡，建议准备一个眼罩，以不透光、柔软、
佩带舒适为挑选标准。

成人纸尿裤：在长途汽车或火车上，想要随时
随地方便地如厕并不容易，所以对于有泌尿系统
疾病的患者或老年人，一定要提前购买一些成人
纸尿裤以备不时之需。 （生时）

带宝宝出游
需带齐奶粉米粉

国庆将至，很多父母都想带孩子回老家探亲，
或是外出游玩。对于平日里忙碌的父母来说，这
是一个陪宝宝外出游玩的绝佳机会。那么，带宝
宝出远门该做些什么准备呢？

日常用品：毛巾几块、大浴巾2条、塑料袋若
干个、纸巾、湿纸巾若干包、指甲钳、棉签若干。

饮食器具：保温壶、奶瓶刷、奶瓶、水杯、碗、勺
子。清洁用品：小牙刷、隔尿垫、香皂等；休闲用
品：可带上1-2件孩子在家最喜欢的玩具或书；
药品：感冒冲剂、退烧药、退热贴、咳嗽药、风油精。

孩子的奶粉，米粉之类的要带齐。可以带些
小饼干，小蛋糕。买些孩子平时爱吃的零食。此
外，秋天天气渐凉，要带1-2件厚一些的外套、长
袖衫，纸尿裤、裤子要多带几条。因为在外面孩子
可能尿湿裤子的机会多，而且住宾馆晾裤子也不
太方便。 （育儿）

假期出游预防过敏
尽量穿长袖长裤

过敏是秋季高发的疾病之一。如果旅行途中
不慎过敏，难免扫兴。

1、秋天蚊虫活动依旧猖狂，特别是在丛林、
草地等野外活动时，如果被松毛虫、蚂蚁、蚊子、蜘
蛛等叮咬或咬伤，很容易引发皮肤过敏。因此要
及时做好防护，尽量穿长袖长裤。

2、秋天虽没有夏日那么灼热的日光，但紫外
线还是很强。若长时间在户外活动，还是需要做
好防晒措施，避免光敏性皮炎的发生。

3、应重视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每天勤洗
晒、勤更换衣物、被褥，保持衣物干爽、洁净。避免
蚊虫钻进室内，叮咬皮肤。

4、每次外出回来，用温水洗澡。水温不要过
高或过低，防止对皮肤的冷热刺激。如果每天洗浴
的次数比较多，不必每次都使用浴液，用清水淋浴
身体即可。如果已经出现皮疹，千万不要用手抓
挠，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皮肤感染。

5、每天早、中、晚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其他时间开启空调，让皮肤感到干爽、舒适。

6、皮肤敏感的朋友，不要佩戴金属装饰物。如
耳环、项链、手镯、脚链等，避免因紫外线照射，加之
身体汗液分泌，使皮肤过敏，或过敏症状加剧。

当皮肤出现过敏以后，应在第一时间用凉毛
巾对皮肤进行冷敷。这样可以收缩扩张的毛细血
管，减少炎症的反应，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宗和）

腹泻是最常见的旅游疾病。市民
在家，饮食习惯相对比较固定。一旦出
门在外，特别是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习惯点上几个当地
特色菜，而且要和在家饮食习惯差别越
大越好。

例如，不居住海边的人到了海边，
肯定要点一桌海鲜。口味清淡的江南

人到了重庆成都，麻辣火锅自然少不
了。饮食的突然巨大反差，往往使肠胃
一时接受不了，最终导致腹泻发生。另
外，在家时大家都比较注意饮食卫生，
而出门在外，不是因为条件不允许，就
是因为贪一时口福，饮食卫生往往会降
低标准，最终导致病从口入。

旅途中，要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

用不洁的生菜；不要食用不新鲜的海产
品（如在冰箱贮存过久的虾、蟹、螺等）；
适当地保暖并卧床休息。

止泻不可滥用抗生素。如果排出
的是脓血便，每次排出不多，但屡排屡
有，所谓“里急后重”，应速去医院肠道
门诊就诊。多次水泻，必然失水过多，
人感到全身无力、虚脱，应急去医院输
液，大量补充水分。严重腹泻并频繁呕
吐，有时水泻次数也较多，还有发烧、出
冷汗、血压降低等症状，应速去医院治
疗。

（宗和）

假期出游当心腹泻

国庆出游健康攻略

长假提防 旅行发生小创伤
用创可贴前先消毒

旅途中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意外”，如割破手
指、擦破皮肤等。遇到以上问题时，大部分人为求
方便，都会将随身携带的“创可贴”直接贴于患处，
以达到迅速止血、消炎的目的。这种方法看似简
单便利，其实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并不适用于所有
外伤的紧急救治。

许多人不以为然，“创可贴，顾名思义，有了创
伤便可贴上”，不错，创可贴集药膜、纱布、胶带的
功能于一身，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所以我们日常生
活中用得很多。需要提醒的是，如果恰当使用创
可贴，则有助于止血，并加速伤口的愈合；但如果
使用不当，却会导致伤口化脓、延误伤情。

创可贴只适用于创伤较为表浅，伤口整齐干
净，出血不多，不需要缝合的小伤口，仅作为伤口
的暂时覆盖和快速处理，以利于伤口的对合、止
血，免于被外界的细菌进一步污染。但使用前先
要检查一下伤口，其内是否留有污物，否则，匆匆
蒙上创可贴，只会把细菌“保护”在内，任其繁殖。

（桑久）

金秋十月是旅游度假的黄金时期，国庆7天长假更成
为旅游探亲的高峰期。海南日报健康周刊为您准备长假
出游健康攻略。

出门旅游该带点啥药？

旅行中注意预防疾病侵袭，才
能拥有轻松愉快的行程。近日，健
康周刊记者邀请省内医生为您开
出一张旅游必备药品清单。

海边高原

长假出行，很多人会到海边饱
餐海鲜。海医附院非急救医疗转
运中心主任陈晓松建议，为防止误
食海鲜导致的消化系统疾病或过
敏性疾病，最好预备相关药物。
消炎药：氟哌酸，治疗细菌性肠炎。
辅助药：双歧三联活菌胶囊，调节肠道
功能（这两种药不要同时服用）。
抗过敏药：扑尔敏。

心脑血管病人是旅游出行第一要
小心的人群。187医院心脑血管内科
主任陈生晓提醒，高山高原和强度较
大的长距离旅行应当慎行。

他建议，心脑血管病人外出旅行

仍要保持用药规律，冠心病患者如感
觉病情加重，要马上休息服药，出现胸
闷、胸痛，要立即就医。

此外，肺功能欠缺、感冒、高血脂
患者都不宜贸然前往高原地区。

山林户外

在户外，要注意蚊虫侵袭。专家
建议，市民可涂抹花露水、风油精等药
物进行预防。
防蚊虫药：花露水、风油精、清凉油。
抗过敏药：地塞米松霜、扑尔敏。
防感染药：百多邦、夫西地酸、创可贴。

常用物品

应急用品：生理盐水一小瓶，已消
毒药棉若干，丝巾一块，既可防风保
暖，又可用于包扎伤口、做止血带。

应急药品：复方甘草片、银翘解毒
丸、牛黄上清丸、十滴水、藿香正气水、
人丹、伤湿止痛膏、绷带、胶布、防眩晕
药、止血药，云南白药加创可贴可应付
小伤。

【备药篇】

旅途有意外？
专家来支招
食物中毒

海南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预
防食物中毒，首先必须停止食用可
疑变质食品，不吃生的或加热不彻
底的食品，不吃已经变质的食物，
防止食品生熟交叉污染。到野外
不要喝生水，尽量不与他人共用一
把勺子或木桶。另外，风景区的泉
水虽然看上去很清，实际上很容易
被病菌污染，未煮开，喝下易染上
病毒性肝炎、肠炎等疾病。

水土不服
新、旧两地饮水和食物中元素

不同，易得腹胀和腹泻。如果暴饮
暴食，还易得胃肠炎。旅游者水土
不服，需要多食水果，少吃油腻食
物，还可服用一些多酶片和维生素
B2；若出现腹泻，可以适量服用喇
叭丸或黄连素等，有助于缓解症
状。

【意外篇】

营养均衡如何保证？
注意品种搭配

海口市中医院内科主任周学
林称，旅途中四处奔波、体力消耗
易造成身体疲劳。除应保证充足
的睡眠之外，千万别忘了及时补充
营养食品。

品种巧搭配：在注意色、香、
味、形的前提下，力求荤素、冷热、
粗精、干稀搭配合理。

肥瘦巧选择：荤食应少而精，
口味清淡，可多选择牛肉、鸭、鹅以
及海鲜类。

夜宵巧补充：为不影响睡眠，
夜餐最好选择松软易消化的食物。

零食巧调理：餐中零食以开
胃、理气、消胀、降火、祛燥为好，可
吃些水果、山楂片、梅子等。

酒茶巧点缀：旅途中一定不能
过度饮酒，适当饮茶可帮助消化，
但不宜多饮浓茶。

【饮食篇】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杨秋

““旅游病旅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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