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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因素叠加导致“压力肥”

四个方法帮你疏压减重

压力肥的健康隐患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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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生 科学治病

健康海南行动

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教学医院
暨附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儋签约揭牌

医教协同 产教融合
本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菲）11月26日，海南

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与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儋州市那大镇
卫生院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举行教学医院、附属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签约揭牌仪式。

据介绍，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教学医院、附属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签约揭牌，是该校深化医教协同、产教融
合的开端。今后，学校将与教学医院、附属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开展高质量战略性合作，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和科
研工作上形成合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及健康产业发展
培养更多优秀的医疗卫生职业人才。

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
开展陶瓷棒微创保髋治疗手术

本报讯（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菲）11月22日，在国
内知名保髋专家，原第二军医大学卢建熙教授的指导下，
联勤保障部队第928医院关节骨病科成功开展“陶瓷棒
微创保髋治疗股骨头坏死手术”。此项高新技术根据股
骨头坏死不同分期分型进行对应的相关阶梯化治疗，为
治愈这一常见疑难疾病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

手术患者为41岁男性，有20年饮酒史，双髋部疼痛
6年余，活动受限并出现跛行，诊断为双侧股骨头缺血性
坏死。患者接受了双侧陶瓷棒微创保髋手术，手术切口
仅1.5厘米，出血量少，手术时间总共只有不到一个半小
时。整个围手术期间，患者毫无疼痛，术后状态良好。经
后期规范康复锻炼，患者将有90%以上概率治愈，避免
了以后多次手术的痛苦和高昂的治疗费用。

据了解，股骨头缺血坏死是由外伤、长期酗酒、服用
激素、糖尿病、高血脂等因素造成的血供回流受阻或中
断，引发细胞和组织死亡，最终导致股骨头塌陷和关节损
毁，严重影响患者功能的疾病。股骨头坏死目前全国患
者数量超过800万，每年新增20万，平均年龄32±19
岁。股骨头坏死常常因治疗不及时或不确切，最终发展
为终末期关节炎，只能接受髋关节置换术才能重建部分
功能，高昂的护理和医疗费用，给患者带来沉重负担。

陶瓷棒微创保髋技术在全国已治疗了近万名患者。
数据统计，93%以上的患者术后不需要做人工关节置
换，关节功能评分提高40%。该技术以“微创清灶，植棒
引血，自修自救 ”为目的，微创清灶死骨将创伤降至最
低；自体组织回收利用充分发挥内源生物活性成分；打植
异构陶粒增强初始防塌陷强度；植入陶瓷棒发挥引导血
运作用，系统康复确保股骨头复活。

“我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希望其他肿瘤患者不要走
我的路，得了肿瘤大病，一定要相信科学、相信医生，要到
正规专业的医院治疗。”11月19日，42岁的王先生，斜躺
在海南省肿瘤医院的病床上，断断续续讲述自己罹患鼻
咽癌后的求医经历。

去年7月，王先生自感不适，在省内其他大医院被确
诊为早期鼻咽癌。海南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任钱永介
绍，依现有医疗技术，早期鼻咽癌5年生存率非常高，甚至
还有治愈的机会。肿瘤大病，专病专治很关键，因此一定
要接受专业规范的治疗。但王先生却误入了治疗的偏门。

当时接诊医生和王先生家人，都劝他住院治疗，但倔
犟的王先生却自作主张，主动要求出院，回家后自己四处
寻找偏方治病。

“这一年多，我跑遍了整个海南，听说哪里有偏方，我
马上就跑去了。各种草药，至少吃了好几麻袋。”王先生
说，钱花了不少，病却越来越严重。

“两三个月前，我们看到他的脖子开始变得越来越
粗，我就叫他赶紧去正规的医院治疗，可他还是不听。”王
先生父亲说，最近，王先生的脖子肿胀特别快，长得比头
都大了，并且影响到呼吸，王先生这才在家人劝说下来到
海南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治疗。

钱永是国内知名头颈外科专家，对鼻咽癌治疗颇有
经验，并作为领军人才引进海南。钱永表示，按鼻咽癌发
展常规，王先生的病情进展不会这么快。他认为，民间偏
方，不仅没有为王先生起到控制病情的作用，甚至促进了
肿瘤的快速发展。

经钱永团队检查诊断，王先生出现鼻咽癌颈部双侧
淋巴结转移，导致出现“脖子大过头”的症状。根据王先
生颈部淋巴结大小，结合影像资料判断，短短一年多时
间，王先生由早期鼻咽癌发展为晚期鼻咽癌，并出现癌细
胞肺部转移。

王先生是一周前入院治疗的。钱永介绍，他们联合
放疗专家，为王先生制定了先化疗、再放疗的治疗方案。

由于前期贻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王先生的气管被肿
瘤压迫后，只剩三分之一大小，气道非常狭窄。而在化疗
初期，药物作用可能会激发一过性的肿瘤组织水肿，导致
气管压迫加重，甚至有窒息的可能。因此，给治疗带来极
大风险。

患者生命至上。为保证王先生治疗安全，该院头颈
外科、放疗、麻醉、呼吸重症专家紧密配合，保驾护航，帮
助患者顺利完成了第一个化疗疗程的治疗。期间，王先
生几度出现呼吸困难，都被专家团队一一化解。

经历一个疗程的规范治疗后，王先生病情有所好转，
并于11月22日上午出院。

“我很快又会回来的。现在我哪也不去了，就相信专
科专治。”临别，王先生与医护相约“下一个疗程见”。

（文/梁山）

■ 本报记者 侯赛

因为忙，有人暴饮暴食
成虚胖；因为忙，有人久坐电
脑前，大腿粗；因为忙，有人
应酬多，啤酒肚疯长……压
力肥成为当代社会常见的
健康问题之一。一项网络调
查显示，工作3年左右是“压
力肥”高发期，超1/4的人体
重较刚入职时增加5公斤。
你是否也被伤到了？海南日
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海口市人
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徐
超，带你走出“越忙越胖”的
怪圈。

很多人在毕业后身材会慢慢发福。毕业多
年后同学聚会，很多人会发现班里多了好多胖
子。毕业后长胖似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徐超
解释，很多人感到工作以后就越来越胖，这是因
为毕业后大概是25岁左右，这时人体新陈代谢
达到抛物线的峰值，以前身体摄入的热量会随
着身体长高而被消耗掉，身高停止增长后，同样
的热量摄入，很快就会让人胖起来。

工作堆积如山，上司或客户的不满，人际关
系紧张……这些都会让一个职场人感觉压力山

大。压力过大容易导致肾上腺皮质醇指数居高
不下，胃蠕动及消化功能增强，增加人的食欲。
而当人感到压力时，会想到用一些方法来转移
注意力，于是，“吃”成为很多职场人的宣泄选
择。这种情况下，想不胖真的很难。

“如果应酬比较多，能量摄入也越多，比如
很多人平时晚餐时间都是六七点钟，如果加班
熬夜到12点钟还不睡，就会有饥饿感，因为胃
排空的时间一般是 4-6小时。如果此时，再喝
几杯咖啡，或者吃点饼干、蛋糕等碳水化合物含

量比较多的零食，就会带来额外的热量摄入。”
徐超表示，还有人一日三餐喜欢“叫外卖”，外卖
食物一般含有大量油脂，还有很多人不喜欢吃
主食，只吃菜和肉，结果热量摄入依然超标。

工作不忙的时候，人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
力去参加各种运动。但工作忙起来，一整天待
在办公室，久坐不起，晚上回家累得只想倒头
就睡。运动量明显减少，摄入的热量没能被充
分消耗，进而导致多余热量转化为脂肪，令人
变胖。

压力肥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身体长期处
于压力与疲惫状态下，胃肠道消化功能下降，因
为缺少锻炼会变得越来越没精神，循环往复，肥
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再者，压力肥跟普通的
肥胖问题一样，都会给健康带来一系列隐患。
徐超提醒，从某种程度上说，压力肥的危害并不
亚于猝死。

首先，肥胖人群基本上饮食都存在问题，有
些人喜欢吃肉，有些人喜欢吃零食，因此当体重
升起来之后，血脂也是第一个升高的。一旦血
液当中的胆固醇以及甘油三酯升高之后，自然
就会导致血脂的比例升高。如果一个人连续3
年处于肥胖阶段，有将近7成的人会患高脂血

症。值得庆幸的是，后期通过控制饮食控制体
重，血脂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有相关数据显示如果一个人持续5年处于
肥胖阶段，患糖尿病的概率为35%，如果持续8
年以上肥胖，患糖尿病的概率为52%，随着肥胖
年限的延长，患糖尿病的概率也会增加，这是因
为胃口好吸收就好，血糖比例就高，这样胰岛就
需要更加频繁地进行工作，长时间超负荷工作
之下自然会出现异常。

研究显示，肥胖症患者的癌症发生率也会
比正常人增高。比如，男性肥胖者结肠癌、直肠
癌、前列腺癌高发，女性肥胖者患上子宫内膜癌
的几率比正常妇女高2-3倍。

脖子大过头 偏方惹的祸

警惕孩子成为“小大人”！
医生：孩子别过早化妆、过多“触电”大医精讲

压力和肥胖
是一对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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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珂 实习生 王菲

11月27日，海南日报健康融媒工作室推出系
列健康科普直播第26期，邀请海南省儿童内分泌
遗传代谢委员会委员、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内

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罗海伶，在线分享
关于“性早熟”的科普知识，

提醒家长注意观察孩
子，有过早乳房发

育、长胡须等
相关症状，

及 早 就
医 干
预。

直播中，罗海伶表示，随着我们国家经济水平
不断提高，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吃得好一点，
让孩子摄入了很多蛋白质、高油脂类食物，导致不少
孩子出现性早熟。

罗海伶记忆深刻的是，一位6岁的小女孩乳
房发育，母亲带来看诊时，医生建议3个月复诊，
但是家长忽视了，结果到8岁时，孩子来了月经，
母亲才着急带孩子来就诊，被诊断为性早熟。后
来，虽然进行了干预治疗，但效果大打折扣。

如何识别孩子性早熟？罗海伶表示，通常来
说，女孩子在8岁之前有乳房发育，男孩子在9岁
之前有睾丸增大，就考虑是性早熟，但是除此之
外，还要注意第二性征发育的时间、顺序和速度。

其中，女孩子一般先是乳房增大，其次出现阴
毛，外生殖器改变，以及出现腋毛，最后才是月经
初潮，整个过程大概是3至4年。男孩子一般先表
现为睾丸增大，其次是阴茎增粗，有阴腋毛，声音
低沉，长胡须，最后才是遗精，这个顺序是不能改
变的。

因此，对于性早熟的孩子，第二性征发育的时
间、顺序、速度是医生诊断的要点，也可以作为家
长关注孩子症状的一个指引。另外，性早熟的孩
子短时间内身高会有蹿升。

罗海伶说，正常女孩大概9岁多乳腺开始发
育，发育后才开始进入人生的第二个生长期，而性
早熟的孩子身高突然长高的时间会提前，但这是以
骨龄增长为代价的，会导致其骨龄闭合，最终成年
的身高也会比正常发育孩子的身高要矮。

据统计，我国孩子性早熟的发病率大概是1/
5000至1/10000，女孩比男孩出现性早熟的比率
要高。

什么原因导致性早熟呢？罗海伶表示，导致性

早熟的原因有很多，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第一是遗
传因素，研究表明孩子父母有性早熟表现，那么他
们生育的孩子出现性早熟的几率就会明显增高。

第二是环境因素。现在电子产品不断增多，
孩子对电子产品的接触越来越多，也会影响到孩
子性早熟的发病率。

第三是食品因素。现在一些包装类食品越来
越多，这些食品含有添加剂，对孩子生长造成影
响。另外，孩子摄入过多的蛋白质以及高脂肪类
的食物，也会导致皮下脂肪堆积，导致性早熟。

那么，性早熟还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造成哪
些影响？

罗海伶表示，性早熟最大的危害是影响到孩
子的身高，导致骨龄提前闭合，影响孩子最终身
高。其次，可能导致女孩子的月经初潮的年龄提
前。第三，可能一定程度造成孩子的心理问题或
者社会行为问题。

据统计，早发育的孩子更容易产生胃痛、头痛
以及关节痛等症状，也更容易患抑郁症。此外，性
早熟的孩子有可能会有过早的性接触，或者一些
心理行为问题，比如女孩子就更容易酗酒、体重超
重，或者有过早的性行为；男孩子更容易产生冒
险、攻击或者犯罪行为。

如何预防性早熟

？

多观察孩子的生长发育情
况，定期监测身高，做骨龄测试等

罗海伶
建议，预防
孩子性早熟
可以从多方
面着手。

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不
要这么多，每天就算要玩的话
也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饮食上不要给孩子吃太多补药或
补品。比如大骨汤、蜂蜜、阿胶、乳鸽等

2 岁前有乳房发育的孩子要定
期随访，及时干预。

为孩子营造好环境，不要过多过
早地接触成人化妆品

注意饮食安全和卫生，尽量避免添
加剂含量多的食物

家庭和谐度对孩子成长很重要。父
母经常吵架，孩子得性早熟的几率会增加

每周运动的时间至少3-4次，
每次大于半个小时

谨防儿童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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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型肥胖会导致很多问题出现，有些疾
病是后期控制体重可以改善的，但是有些是不
可逆转的，因此为了自己的健康，在问题还没有
出现之前一定要控制体重，寻找相应的解决办
法，以下几个方法可以帮你疏压减肥。

周一早起很重要 徐超介绍，德国一项调查
显示，80%的人周一起床后情绪低落。不少单位
把要做决断的事情和新工作计划都安排在这一
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压力感。要想不让自
己抗拒上班，早起最重要。早起后充裕的时间不
仅能减少焦虑，还能有空吃一份减压早餐。

意象训练可解压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可以
做一下意象训练，具体方法是找个安静的地方，
闭上眼睛，先做10-20次深呼吸，然后想象自己

在乘坐电梯，慢慢开始数：1层、2层、3层……直
到10层，然后再想象电梯正在缓缓地降下去，倒
数从10层到1层。

改善进食顺序 先吃菜，再吃肉蛋，最后吃
主食，可以有效降低餐后血糖的波动，还可以控
制总热量的摄入，非常有助于控制体重。尽量
减少吃外卖或者在外就餐，尽量选择食堂就餐
或者在家就餐。另外，不建议肥胖者自己采用
极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这样会容易引起一系列
并发症，比如掉发等。

规律运动要保持 要制定一个运动计划，选
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当人体进行有氧运动，如
长跑、游泳等，都可以消耗一定能量。注意运动
的时间要到30分钟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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