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冒、发烧
腹泻
等疾病

肺部感染
老慢支肺气肿

中老年人多发的
急性脑血管病和
急性心梗、冠心病，
主要由天气寒冷
生活不规律引发

外伤
例如车祸伤害
开水烫伤
鞭炮炸伤等

急性胰腺炎
大多是暴饮暴食
“吃出来”的病

制
图/

杨
薇

■■■■■ ■■■■■ ■■■■■

值班主任：周华岚
主编：徐珊珊 美编：杨薇

B07 健康周刊2017年2月9日 星期四

HAI NAN RI BAO · JIANKANGZHOUKAN

健康周刊广告联系：18976640822
投稿邮箱：hnrbjkzk@qq.com

给我关注 还你健康

资讯

医学新发现

聚焦

本报讯（记者 郭畅）记者近
日从海口各大医院获悉，节后就
诊的肛肠疾病患者明显增多。
海南省中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
冯德魁表示，春节期间，人们作
息紊乱、暴饮暴食，肠道频频拉
响警报，肛肠病进入高发期。

节后痔疮患者增多

“每年春节后都是痔疮患者
的就诊高峰期，比平时的患者量
多了三成。”据冯德魁介绍，春节
期间，人们生活饮食习惯紊乱，多
食油腻辛辣、久坐久卧，加上天气
忽冷忽热，人的肛肠经不起这样
无休止的折腾，自然会“闹情绪”。

在很多人的健康意识中，痔
疮是小病不用太重视。这种认
识是不对的。痔疮久病不愈，会
导致排便困难，长期便血还可引
起缺铁性贫血。如果错过痔疮
的最佳治疗时机，不但治疗难度
大，恢复慢，还会对身体造成不
可恢复的伤害。

“贪杯又贪吃”，肛肠病高发

肛肠病为何在节后进入高
发期？专家表示，这与节假日人
们生活习惯的突然改变有关，多
数人在春节中会“贪杯又贪吃”，肉
类食品摄入量明显增多，蔬菜类
粗纤维摄入量较少，会导致便秘
等一系列肛肠疾病的发生或加
重。

其次，辛辣刺激食物摄入增
多也是一大诱因。过节期间适
量饮酒无可厚非，但不少人会饮

酒过度，加之不少年轻人喜欢吃
川菜、火锅等。中医学认为，肛
肠疾病的发生多因湿热下注所
至，辛辣刺激的饮食则会加重湿
热之邪。

此外，节日期间，人们运动
量减少，消化不畅，也会导致肛
肠病高发，尤其是便秘。节日生
活没有规律，容易使人体的生物
钟被打乱，从而引发疾病。尤其
是喜欢打牌或上网的人，久坐不
动是导致肛肠疾病发生的一个
重要原因。

日常预防与早查早治并重

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效预防
肛肠病？冯德魁表示，平时，人
们要控制辛辣刺激食物及酒类
的摄入；避免长时间处于一种姿
势，不能长时间打麻将或迷恋网
络游戏；注意饮食结构的合理
性、生活起居的规律性，适当增
加体育运动。

面对肛肠疾病，除了要做好
日常预防，还应该提高警惕，早查
早治。专家提醒，人们如果出现
便血，一定要做肛肠检查，不能简
单用药，以免误诊漏诊，错过肠肿
瘤的理想治疗时机。其次，肛裂、
嵌顿痔疮、肛周脓肿、肠肿瘤等疾
病发病，都会刺激肛门神经而产
生疼痛感，建议及时就医。

“近年来，肠肿瘤病变和良
性肛肠病高发，并且年轻化趋势
明显。很多情况是多种疾病并
存。如出现疑似症状，做好早期
肠道内镜筛查非常必要。”冯德
魁说。

对于已经患糖尿病、肝病等慢性
病的病人，应当怎样避免“节后综合
征”？记者采访了海南省中医院糖尿
病科主任医师邱晓堂和肝病科主任
医师杨永和。

春节过后，糖尿病、肝病患者要
格外注意饮食结构及睡眠调整。这
类特殊人群，不能放松自我约束。“尤

其是监测血糖的任务，切不可马虎大
意。”邱晓堂说。

“经常有糖尿病人节后反映，血
糖没控制住，升高了，这往往是饮食
随心所欲所致。”邱晓堂指出，糖尿病
人要限制摄入过多脂肪和糖类，饮食
应该均衡化。对于糖尿病初发患者，
一定要调整心态，不要过于紧张。

此外，糖尿病、肝病患者应当避
免饮酒。“春节过后，患有肝炎等肝病
患者应少食油炸、辛辣食物，多吃清
淡食物，蔬菜、粥类可以让肠胃得到
良好休息。此外，也应适当加强锻
炼，年轻人可多进行有氧运动，老年
人可以选择放风筝、散步、打太极拳
等舒缓类运动项目。”杨永和说。

冷暖变化大
要多“捂一捂”

春天乍暖还寒，冷暖变化大。
老年人尤其要注意保暖，平时生活
中要多“捂一捂”，户外活动要循序
渐进，选择适合自己的活动项目
（如散步、打太极拳等），运动量不
要过大。每次活动的时间不要太
长，一般每次以30分钟左右为宜，
不要过于疲劳。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可能更易患糖尿病

据新华社消息，《英国医学杂志·糖尿病研
究及护理公开期刊》近期刊登的一项新研究显
示，与普通人相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糖尿病
患病率更高。

美国埃默里大学、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分析了2009年至2010年
间在美国收集的两项调查数据，涉及8610名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5604名普通人。结果发现，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里有10.3％的人患糖尿
病，而普通人群糖尿病发病率约为8％。

关于艾滋病病毒感染与糖尿病之间的关系
目前仍有不少学术争论。研究人员表示，由于
这只是一项基于抽样数据开展的观察性研究，
并不能得出艾滋病病毒感染与糖尿病关系的确
切结论。

研究人员说，艾滋病治疗药物的效果现在
已非常显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仍可能在药物
帮助下存活很长时间，因此他们也会像普通人
一样，患上心脏病和糖尿病等疾病。未来科学
界还需进一步研究才能明确，是否有必要把感
染艾滋病病毒列为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因素。

喝咖啡可
抑制老年慢性炎症

据新华社消息，咖啡因摄入与长寿的关联
已为人们所知，美国近期一项最新研究揭示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关联性：与人类衰老有关的
慢性炎症可能导致疾病，而咖啡因及其代谢物
可以抑制导致炎症的核酸代谢物发生作用。

大量研究已经表明，慢性炎症是导致心脏
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重要原因，老
年人90％以上的非传染性疾病与慢性炎症有
关。

研究人员称，与衰老相关的炎症会引发心
血管疾病，此项研究找到了导致炎症反应的一
种分子机制，为今后开发相关药物和治疗奠定
了基础。与此同时，这项研究再次为咖啡因及
其代谢物有助长寿提供了证据。

我国加快产科医师
助产士人才培养
“十三五”力争增加产科医生
和助产士14万名

记者近日从2017年全国妇幼健康工作会议
上获悉，我国将加快提升妇幼服务能力，加快产科
医师、助产士人才培养，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
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打造一支临床医学专业
基础扎实、公共卫生视角宽广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据介绍，我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需
求集中释放，高危孕产妇比例增加。目前，我国
妇幼健康优质服务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衡，
妇女儿童健康问题依然突出。有关规划纲要提
出，要实现从胎儿到生命终点的全程健康服务
和健康保障，为妇幼健康工作发展指明了方向。

据介绍，2017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要全
面加强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优化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新增产科床
位8.9万张，力争在“十三五”前期解决妇幼健康
服务资源总体不足和结构性短缺的供需矛盾。

此外，要依托产儿科实力突出、综合救治能
力较强的医疗机构，加快完善辖区危重孕产妇
和新生儿的救治网络。2018年年底前，要建成
分级负责、上下联动、应对有序、运转高效的孕
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急救、会诊、转诊网络；
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生育全程基本医疗
保健服务链条，推进妇幼健康信息化建设，推广
使用母子健康手册。 （健康报）

“节后综合征”，
这个最近几年才流
行起来的“病”，困扰
着越来越多的人。

海南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医师王埮表
示，“节后综合征”是
指人们在春节黄金
周等长假过后出现
的各种生理或心理
问题。长假期间，人
们的生活方式异于
平日，正常节奏被打
乱。假期结束后，人
们容易出现种种不
适。

■ 本报记者 郭畅
消化不良、腹痛腹泻、

便秘、失眠多梦、提不起精
神、上班工作效率低……
春节结束，很多人出现了
众多“节后综合征”的症
状。专家表示，以下几种
群体容易患上“节后综合
征”：

“工作狂型”——这类
人日常工作生活节奏较
快，突如其来的假期，会让
他们“手足无措”，就像汽
车开足了马力又忽然急刹
车一样。放长假后他们会
感到焦虑烦躁，爱发脾气。

“恐惧上班型”——这
类人在假期结束后，对正
常上班往往有逆反情绪，
极易感到焦虑不安、失眠
烦躁。

“疲劳过度型”——这
类人喜欢旅游，交际应酬，
在长假休息期间会选择外
出 ，参 加 野 外 探 险 等 活
动。他们在假期过后会感
到更加疲劳，出现身体和
心理的不良反应。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营养
科主任医师陈小盼表示，由“节日综
合征”引起的神经性厌食症，大多是
因为节日人们吃得不合理，通俗地讲
就是“吃得撑了”。节后，恢复正常的
饮食结构，尤为重要。

代谢紊乱是最常见的“节后综合
征”症状。许多人春节期间胡吃海
喝，引起消化不良，表现为腹胀、腹泻
或便秘。假期后，每日晨起可空腹喝
一杯温开水，促进新陈代谢，也可在
每天下午三点左右为自己补充一杯
酸奶，帮助胃肠道恢复肠胃菌群平

衡。
“春节期间，每顿饭菜都少不了

油，所以很多人都会出现脂肪摄入量
过高的情况。假期后，要减少摄入肉
类和酒类，多喝汤或淡茶也有助于清
理胃肠道垃圾。”陈小盼说。

其次，人们应当在节后保持心情
舒畅，每天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用
闭目养神、听音乐、读书阅报等方式
调整身心，还可以进行快跑、游泳等
体育运动，帮助身体消耗重获元气。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
科主任医师王埮表示，很多人节日后

出现精神紧张、神经衰弱等症状，都跟
生活作息紊乱有关。因此，缓解“节日
综合征”要及时调整作息。假期中日
夜颠倒、通宵娱乐导致节后出现睡眠
紊乱的上班族，更需注意早睡早起。

王埮表示，“节后综合征”的缓解
需要一个过渡时间，正常的工作和学
习节奏能帮助人们完成调节，节后不
宜超负荷工作，应当根据个人工作情
况逐渐增加工作量，这样既可以高质
量地完成工作，又不会因压力过大而
感到焦虑烦躁。

上班族遭遇
节后综合征

代谢紊乱是最常见症状

特殊人群别放松警惕

春节期间急诊患者翻倍

春季心血管疾病高发
暴饮暴食，肠道频频拉响警报

肛肠病最爱节后“算账”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冯琼 杨秋梅

“这年过得心酸，三天五台急诊手术，全科收了近二十个危急重患者，MICU加床已经19个患者，个
个危重，外伤和高血压脑出血病区爆满，肿瘤血管病区也不少。”今年大年初三，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
任医师王鹏程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这样一条微信。

记者近日从海口市多家医院了解到，过节期间由于医院门诊不开放，各医院急诊科的患者数量是节
前的一倍左右。

心血管病患者要当“心”

春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
期。海口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
任刘玉仁告诉记者，近期急诊室
里，脑梗、心梗和肺炎的病人一直
没少过。每天都会有“新病人”被
送到急诊接受治疗、抢救。

刘玉仁说，每年到季节变换的
时候，特别是初春季节，老年人心
血管疾病复发的比较多。每年冬
春季节收治的老年患者中，60%以
上是心血管疾病患者。

心血管疾病一年四季都会发
作，但春季是多事之秋。3—4月
份，是心血管疾病复发的高峰期。
患有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
人一旦出现病情不稳定或阵发性
心绞痛，不论早晚，都要及时到医
院就诊，千万不要拖。

专家提醒，抢救心血管患者，
时间就是生命，如果发病，需立马
送医，以免延误抢救最佳时机。

防治“三高”
生活习惯很重要

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的变化
和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许多老
年常见病，如今在青壮年人群中
也十分常见，比如“三高”。

刘玉仁说，很多年轻人看着
很消瘦，但吃得多，营养脂类、糖
类在血液中没有及时新陈代谢，
时间一长就引发高血糖、高血
脂。另外，太多人平时缺少运
动、消耗少，摄入与消耗不平衡
也会导致“三高”（高血压、高血
糖、高血脂）。

很多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
更缺乏生活自律，加上抽烟喝
酒，容易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性疾
病的产生。

专家提醒，日常生活务必要
记着“节制”。尤其青壮年人群，
不要暴饮暴食、过度熬夜以及剧
烈运动。已经明确诊断的“三
高”人群要按时服用药物。

春节期间，我省5类节日病高发

“节后综合征”来袭

不想上班也是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