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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醒

据报道，埃及演员马赫·埃萨姆在
观看埃及和乌拉圭的比赛期间突发脑
溢血，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于6月17
日宣告不治身亡。据悉，埃萨姆曾经在
2014年4月发生过脑溢血，并且昏迷
了数周的时间，本次脑溢血复发应该和

他剧烈波动的情绪有关。
“对于很多人群，特别是有基础

病的人群来说，看球要特别注意。”
海南省肿瘤医院急诊科主任张洁提
醒，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群，以及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
基础病的患者，熬夜看球并不可取，

“作息不规律以及看球时情绪过于
激动，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暴
发。”

麻辣小龙虾，烤串，冰啤酒，冰
爽可乐……一想到球赛，人们往往
会想到这些球赛的宵夜“标配”。但
张洁指出，看球的时候尽量不要吃
这些麻辣、油腻、过冰的刺激性食
物，可以用水果和常温的茶水来代
替。

很多人看球的时候情绪总会非
常激动。张洁指出，人在情绪激动
的时候，会心跳加快，交感神经兴

奋，容易引发脑梗、心梗等疾病。因
此，看球时一定要适当调整自己的情
绪，可以和朋友稍微平和地讨论赛
事，不宜过于激动。

如果非要熬夜看球，张洁建议可
以适当调整一下作息。“比如晚上10

点要看球的，可以将午休时间推迟到
下午三四点，确保自己晚上有精力看
球。”张洁特别指出，一定不要带病熬
夜看球赛，比如感冒的时候，有可能
引起心肌炎或者心律失常，因此不要
带病硬撑着观赛。有基础病的如糖
尿病、高血压等患者，一定要记得按
时服药，“最好戒烟，尼古丁会引起血
管收缩，对心脏和肺都不好。”

张洁建议，球迷们要注意适当锻
炼，“最好做一些如快走、慢跑、游泳
等运动，不推荐做剧烈的运动。”

张洁提醒，一旦出现头晕、头
疼、脖子僵硬、四肢活动障碍、言语
含糊，以及心慌得厉害、胸闷、胸口
疼痛得难以忍受等情况，千万不能
大意，一定要及时就医。“很多球迷
认为自己还年轻，身体不会有太大
问题，往往掉以轻心。”张洁提醒，如
今，年轻的心脑疾病患者已经不再
少见，“我们刚接到了一名30岁男性
患者，称自己胸闷一个星期了，结果
到医院没多久就突然倒在地上，因
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去世。如果他能
够早点来就医，还不至于如此。”张
洁遗憾地说。

一种由婴儿睡眠时不断吸吮
奶瓶而造成的龋齿，医学上称为奶
瓶龋，表现为上颌乳切牙（即门牙）
的唇侧面，及邻面的大面积龋坏，
牙齿患龋病后不能自愈（即不能再
长好）。由于初期表现不易引起家
长注意，且乳牙的钙化程度低，因
此患龋后病情进展迅速，破坏面积
广，治疗效果差。对此，积极预防
至关重要。

奶瓶龋的发生主要与以下因素
有关：

1.长期用奶瓶人工喂养，瓶塞
贴附于上颌乳前牙；

2.奶瓶内多喂牛奶、砂糖、果汁
等易产酸发酵的饮料；

3.乳牙萌出不久，乳牙的牙质
薄、矿化程度差，表面结构不成
熟，使其抗龋力弱；

4.人工喂养时，哺乳时的吸吮

动作不如母乳喂养者活跃；
5.有的孩子喜欢长时间叼着奶

瓶或含着奶瓶睡觉，而当婴幼儿入
睡后，唾液分泌减少或停止、吞咽功
能减弱；

6.口腔的自洁、稀释、中和作用
均下降，发酵的碳水化合物便存留
在口腔中，并环绕在牙齿周围，很容
易发生龋齿。

奶瓶龋不仅使乳牙的切割功能
大大降低，而且随着病变加重，会引
起牙髓及牙根尖病变，这时孩子会
感到剧烈疼痛或牙龈肿胀、流脓，严
重的还会影响恒牙的发育。一旦因
龋蚀严重无法治疗，而将乳牙过早
拔除，就会扰乱乳恒牙替换的生理
规律，引起恒牙萌出秩序错乱，给孩
子的牙齿发育带来不良影响。因此，
一旦发现孩子有奶瓶龋的迹象，应及
早带孩子去正规医院检查治疗。

小心宝宝患上奶瓶龋

熬夜看世界杯 别熬出“球迷病”
医生提醒：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作息不规律危害大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刘亦辙

1.眼睑或下肢浮肿

肾病会使水和钠的排出减少，引
起水肿，水分常积聚在最疏松的组织
或身体最低部位，如眼睑或下肢。

2.尿量变化

正常人晚餐后一般再次进食、进
水少，入睡后代谢率低，血流缓慢，夜
尿显著少于白天尿量。如果经常夜
间排尿超过2次以上，夜尿多于白天
尿量，可能预示肾脏有病变。

3.注意观察尿液

长时间不消失的泡沫状尿液是蛋
白尿的表现；白色混浊尿液是尿道发炎
或乳糜尿的表现；肉眼血尿伴排尿灼
热、尿频尿急均可确定是尿道感染。通
过观察尿液，则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4.腰痛

肾脏病引起的腰痛多为酸痛或
钝痛。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腰痛
不一定是肾脏病。人们常说的腰痛，
是泛指整个腰背部，甚至腰骶部的疼
痛，也有可能是腰肌劳损、腰椎病变
等疾病引起的腰痛。

5.血压升高

肾性高血压是继发性高血压的
一种，主要是由于肾脏实质性病变和
肾动脉病变所致。如果体检发现血
压升高，尤其是青年患者，应警惕肾
脏是否出了问题。

6.贫血

中度以上的慢性肾功能不全患
者常常合并贫血。如果出现头晕、乏
力伴色苍白等症状，化验发现有贫
血，除了考虑血液系统疾病外，应检
查有无肾脏疾病。

7.食欲不振、乏力

早期尿毒症患者经常出现食欲
减退、乏力、恶心、皮肤瘙痒等表现。
因此，有这些症状，特别是合并高血
压、贫血的患者一定要查肾脏功能。

8.长期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压、糖尿病及幼时患过肾炎
者，皆是慢性肾衰竭潜在病因的危险人
群，多囊肾及遗传性肾脏病者均有家族
患肾脏病的情况，此类人群应定期检测
尿常规、肾功能，早发现早治疗。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冯琼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非常
讲究补肾护肾。“护肾就要吃补
肾药”，是目前存在的最大误
区。李文宁表示，保护肾脏关键
在于日常保健，不要盲目寄希望
于保健品，更不要滥用“保肾”补
药，它们不但不会强肾健体，有
些还会损害肾脏。

在我国，人们普遍有自行购买
和服用药物的习惯，李文宁提醒，
不经医生诊治与指导而自行服药，
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损害肾脏。
有药物过敏史及肾病史者，就医时
要向医生及时说明。对肾脏造成
损伤或导致肾功能丧失的常见药
物是各类止痛药、某些抗生素、感
冒药及造影剂等。糖尿病患者、老
年人、轻微肾功能减退者，最容易

受到肾毒性药物的侵害，进而导致
肾脏发生可逆性或不可逆性的损
伤。

李文宁表示，要适当锻炼身
体，不熬夜、不憋尿，要小心感冒、
扁桃体发炎等诱发的肾炎。

如今，因过度营养或高油脂
食品造成的疾病，如高尿酸血症、
高脂血症、肥胖等，几乎都会损伤
肾脏，导致慢性肾功能损害。因
此，饮食方面要合理膳食，低盐、
低脂、低糖，多吃有机活性碱的食
品，肉类摄入不宜过量，多吃蔬
菜，少喝饮料。

李文宁表示，饮料当中的
糖、磷酸盐、咖啡因等成分都会
促进钙排出，尿里面的钙含量会
随之增多，易形成结石。因此，
建议少喝饮料，多喝白开水以促
进体内毒素及时排出，保证肾脏

健康。
李文宁指出，压力过重会导

致酸性物质的沉积，影响代谢的
正常进行。因此适当调节心情和
缓解压力可以保持弱碱性体质，
从而预防肾病的发生。平时还可
以多按摩肾俞穴。肾俞穴位于腰
部第 2 腰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
处。双掌摩擦至热后，将掌心贴
于肾俞穴，如此反复3～5分钟，
每日1次，可增加肾脏的血流量，
改善肾功能。

此外，李文宁建议，健康人群
最好每年做一次尿常规、肾功能
检查，许多慢性肾脏病的肾脏损
坏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所以
等到身体感到不适时很可能已经
到了肾脏病的末期，如发现高血
压、糖尿病，应及时治疗，避免长
期对肾脏的损害。

海口中医医院
推出天灸疗法
“冬病夏治”别错过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徐静涵）天
灸，又称“发泡灸”或“伏九敷贴”，是在特定的时间
采用特定治疗作用的中药敷贴于穴位，借助药物
对穴位的刺激，以激发经气、调理脏腑功能而防治
疾病的一种方法。海口市中医医院将于6月21
日起推出天灸疗法，记者对其功效以及适宜人群
等进行了解。

据海口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门诊副主任张
秋菊介绍，天灸是一种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以

“冬病夏治”为原理，在一年中天气最热、阳气最盛
的时候，将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经由中药对穴位
产生微面积化学性、热性刺激，以达到温经散寒、
疏通经络、活血通脉、通调脏腑的效果。

“夏季人体气血流通旺盛，药物最容易吸收，
而三伏期间正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此时
进行贴敷治疗，最易恢复和扶助人体的阳气，加强
防卫功能，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张秋菊说。

张秋菊介绍，2018年海口市中医医院推出了
四种个体化天灸配方，分别是：益气温阳方、健脾
益气方、理气调经方、祛风止痛方。张秋菊说：“我
科开展天灸疗法已经有20余年，针对人群的不同
体质、不同疾病，特设四种不同配方，辩证个体化，
分组治疗，可以收到良好的治疗保健作用。”

“但并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做天灸，皮肤病、
皮肤有外伤破损、肺结核、支气管扩张、急性咽喉
炎、发热、孕妇以及2岁以下小儿都不适合做天
灸。”张秋菊建议，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体虚感
冒、腹胀胃痛、经期腹痛、月经不调、关节疼痛、各类
风湿、关节炎等人群，可以通过天灸治疗缓解病症。

据了解，2018年海口市中医医院三伏天灸时
间分为：夏至贴（6月21日至7月7日）、固本贴（7
月 8 日至 7 月 16 日）、一伏贴（7 月 17 日至 7 月 26
日）、二伏贴（7月27日至8月15日）、三伏贴（8月
16日至8月24日）。

医学新知

科学研究显示
O型血优势多

虽然说起血型都会想到性格分类或是占卜等
非科学的统计，不过实际上血型确实掌握了每个
人的命运，各种关于血型的科学研究发现了血型
对于身体各方面机能的影响。

有研究报告指出，O型血跟其他血型比起来
优势较多！

O型男性罹患阳痿的机率比其他血型低四
倍；不过以女性而言，O型女性的卵子质量比A型
差一点，卵子量只有A型的一半，不趁年轻的时
候怀孕的话就很容易把卵子用完。

O型也比较不容易罹患阿兹海默症（老年痴
呆）。英国大学扫描调查了189人的脑补，得出了
O型人的大脑灰白质比较多，灰白质就是人类智
能的大本营、头脑运算处理的中心，O型人在小时
候容易生成灰白质，年老之后比较不会得到老人
痴呆症。

O型血罹患血栓的风险也比其他血型少了
30%，而最容易好发血栓的则是B型，所以B型人
年纪轻轻就过世的可能性也比较高。

另外在各国研究也得到了O型血对于疟疾、
胃癌或肝癌的耐性也比较强，就算得病了也比较

能抵抗。 （人民网）

儿童睡眠少易患糖尿病
美国《儿科》杂志15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

睡眠时间少的儿童罹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更高。
这项由英国伦敦大学圣乔治学院领衔的研究

指出，对成年人而言，睡眠太多或不足均已被证实
与肥胖症和2型糖尿病相关；对儿童而言，睡眠充
足已被证实与低肥胖风险相关，但针对睡眠与2
型糖尿病的相关性研究却很少。

为此，研究人员分析了4500多名9到10岁
英国儿童的相关数据。他们发现，睡眠时间越长，
糖尿病风险越低。平均每多睡一个小时，胰岛素
抵抗水平下降2.9％，空腹血糖水平下降0.24％。

与此前发现一致的是，儿童睡眠时间长与肥
胖风险低相关，在研究过程中，平均每多睡一个小
时，身体质量指数减少0.19。身体质量指数是一
种衡量胖瘦的常用标准，计算方法是体重（千克）
除以身高（米）的平方。此外，研究没有发现儿童
睡眠时间与血脂、血压等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存
在关联。

研究人员据此推论，儿童睡眠时间与2型糖
尿病风险呈负相关，但其中的因果关系仍有待进
一步研究。

负责研究的伦敦大学圣乔治学院教授克里斯
托弗·欧文说：“这些发现表明，增加睡眠时间可能
为生命早期阶段提供了一个减少身体脂肪和2型
糖尿病风险的简单方法。” （健康时报）

这些求救信号，说明肾脏病了
定期检测尿常规、肾功能可早发现早治疗

不滥用药才是护肾良方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冯琼

如果说心脏是人类身
体的能量泵，大脑是指挥中
枢，那么肾脏就是24小时
运转的“污水处理厂”。一
旦肾开始消极怠工，人体内
的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
都无法排出，营养物质也不
能得到合理的吸收利用，严
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海南省人民医院肾内
科主治医生李文宁表示，肾
病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很
多人的肾脏是带病运转的，
只是早期症状不明显，被大
多数人忽略，导致一查出肾
病时就已经很严重了。从
生活方式来看，肾病与高盐
饮食、高蛋白高脂饮食、经
常憋尿、熬夜以及着凉等有
一定的关系。

医生提示，如果细心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肾病的早期信号

四年一度的
世界杯盛会，让球
迷们开启了熬夜
观战的“世界杯模
式”。专家提醒，
高血压、糖尿病患
者，65岁以上人群
不宜熬夜看球。

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