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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身

腹泻时，由于短期内人体大
量丢失水分，导致血容量急剧下
降，心脏灌注血量减少，血液黏稠
度增高，血液在血管内流动速度
减慢，容易形成血栓，造成冠状动
脉血管堵塞。且患者往往因为不
停地往厕所跑而休息不好，极度
疲劳，导致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
心肌收缩过强、心率增快、冠状动

脉的张力增高、容易导致血压升
高和冠状动脉的痉挛。

另一方面，交感神经——— 肾
上腺系统的兴奋，会促进血小板
的聚集，形成血栓和冠状动脉痉
挛，诱发急性心肌梗死。

因此，出现腹泻、急性肠胃炎
这样的常见病不能掉以轻心，不能
硬扛，尤其是有糖尿病、高血压、冠

心病的老年人。轻度腹泻时可以
在家中多休息，多喝一些淡盐水，
一旦出现严重呕吐、腹泻时要积
极治疗，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及时
就医。对于原先有冠心病、心律失
常病史的高危患者，应该给予特
别的关注，必要时可以服用β受
体阻滞剂和阿司匹林，预防心肌
缺血。 据《医药养生保健报》

心脏架不住三泡稀

合理利用中药药渣，尤其
是通过熏洗、外敷等中药外治
法，让药性从皮肤渗透，可以达
到“内服外治”的效果。

熏洗
将药渣加水1000毫升左右，

再煎煮15—20分钟，放置一会儿
后加适量白酒和醋，用其热气
来熏洗疼痛、肿胀的部位。

热敷
将煎煮过的中药渣加2两

白酒、2两白醋拌匀，用纱布包
好。先垫上一层毛巾，再用纱布
包好的药渣热敷、湿敷疼痛、肿
胀、不适部位。

做药枕
如果你有失眠症状或睡眠

质量不佳的症状，可以将煎煮
过的药渣晾晒烘干之后，加干

陈皮，用纱布包起，做成枕头或
者放在枕头下面，有安神助眠
的作用。

烫熨
将药渣用布滤过晾干，加

粗盐500克，用锅炒热或者用微
波炉加热，用布包起来，外敷身
体疼痛、肿胀、不适的地方，可
以起到舒筋活络、祛湿止痛、活
血化淤的作用。

洗手泡脚
药渣加水1500毫升后，再煎

煮15—20分钟，或可另加花椒和
艾叶各一小把一起煎煮，药液
放温后加入白酒、醋与食盐，洗
手泡脚。

中医认为，药渣加入盐后
泡脚效果更好。药的成分可以
通过毛孔的吸收进入血液，改
善血液循环，药渣泡脚还可以
除脚臭。

据《羊城晚报》

腰椎不好的患者，调整
正确的坐姿非常重要，往往
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
于需要长期坐着工作的人，
一定要调整桌椅的高度，坐
下的姿势以及桌椅的高度以
舒适为宜，尽量保持屈髋屈
膝90度左右，即上身与下肢
的角度呈90度，大腿与小腿
的角度呈90度，这样腰部的
负荷最小。

长期坐着工作的人尽可
能选用前高后低的倾斜式桌
面(类似绘图台面)，这样可减
少工作时腰前屈的程度。

读书时使用有一定倾斜
角度的读书阅读架(与桌面
呈约30-70度角)，将书本放在
上面阅读 ;或者将书报拿起
来，与桌面呈适当的倾斜角
度来阅读，这样也可尽量保
持两个90度。

据《医药养生保健报》

预防口腔溃疡，向您介绍
简单实用的具有辅助治疗功
效的运动方法：筑拳与龙蹬。
经常练习可调节心脏乃至全
身气血运行，加速溃疡愈合。

1 . 筑拳

选择自己适宜的姿势，两
手握拳，与乳相平，手心向胸，
拳眼向上，两拳面相接。同时
把两个中指的背面互相抵住，
轻轻用力一抵，然后再一松，
如此操作3次。

2 .龙蹬

选择坐位，两掌十指交叉，
以左脚涌泉穴先踏掌中劳宫
穴。而后，脚向外蹬，手向内攀，
操作 3 次，再换右脚如法操作。

据《保健时报》

鼓励孩子运动、锻炼都是好
事，但要适度。对于儿童的活动
一定要遵循其生长和发育的特
点而进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张学军教
授近日提醒，儿童不宜参加远距
离徒步行走，比如超过 20 公里
的行走。

首先，长走对儿童下肢的影
响很大，可能导致骨骼早期钙
化，影响身高。就儿童来而言，有
些运动损伤是难以彻底恢复的，

严重的会影响到儿童的正常生
长发育。

其次，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孩
子，关节中的软骨还没有完全长
成，长时间过度磨损，也会造成
膝关节、髋关节的损伤。

此外，孩子的心脏组织都没
有发育完全：一是在呼吸、循环
方面，儿童的肺活量相对较小。
二是过度运动会使孩子心肌壁
厚度增加，限制心腔扩张，影响
心肺功能发育。

超极限运动或过度运动还
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危害：比如运
动后身体脱水不仅会给心脑系
统带来负担，还会直接伤及肾
脏，导致肾衰竭，缺血性酸中毒。

国外研究还表明，孩子如果
进行超越正常体能的活动，还可
能造成儿童心理上的伤害。美国
儿童运动与健康顾问研究院
McCambridge 博士建议，真正有
目的的耐力锻炼应该在14岁以
后开始为宜。 据新华网

一些人在健身运动后，喜欢
小酌几杯酒来放松。但研究表
明，运动后饮酒会减缓肌肉恢复
的能力，无法消除疲劳。

肌肉在运动中可能会产生
一些小的损伤，要靠休息来恢
复。但运动后饮酒延缓了这种恢
复，在力量性健身运动后肌抑制现
象尤其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乙醇
进入人体后代谢生成乙醛，引起了
人体的氧化应激反应和炎症，破
坏了内质网的动态平衡，而内质

网是合成人体
肌肉蛋白质的
主要 场 所 。所

以，运动后饮酒使得消耗的蛋白
质得不到及时合成，损伤的肌肉
自然难以修复。

酒有利尿作用，会进一步
加重运动后脱水的状态，导致
体内代谢废物的排出受阻，抑
制运动后的恢复过程，使运动中
损耗的肌肉成分得不到补充。

总之，运动后饮酒或含酒精
的饮料会使得运动中消耗的肌
肉成分得不到补充，间接起到了
损伤肌肉的作用。据《健康时报》

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病都
有明显的昼夜节律。因此，心血管
事件如心绞痛、心肌梗死、脑卒中
等，其发作时间也有明显的节律
性。一般是以清晨起床至午饭前的
发作率为最高，形成峰值，是一天
中其他任何时间的 2-4 倍。

因此，患者要特别关注清晨
至上午这段时间，需要特别重视
如下两点：一是在睡前少量喝些
饮料，如喝上一小杯热牛奶、温
开水或蜂蜜水，并在清晨起床后
喝上一大杯温开水，以增加体内
水分，防止血液过于粘稠。二是
在清晨起床后莫忘服用改善心
血管状态的药物，如降压药、抗
血栓药和调脂药等，以达降低心
血管事件风险之目的。

据《生命时报》

握一握，
防治口腔溃疡

蹲一蹲，
轻松解决胃胀

据说在古代，有很多叫花
子，他们经常饥一顿饱一顿，
有时一两天没要到吃的东西，
只能饿着，有时遇到大户人
家，可能给了半盆，一下全吃
了。他们的脾胃功能大多较
差，常有胃胀、消化不良的症
状。但他们又没钱看大夫，就
只能通过生活实践寻找简单、
有效的治疗方法，进而衍生出
一套化功。

1 . 开步站立，全身放松，
将头、背、臀、腿、脚跟全都贴
在墙壁上。

2 . 双腿缓缓屈膝下蹲，头
部和上身仍旧贴着墙并随着
下蹲缓缓下降，一直蹲到臀部
与脚跟、小腿相接触为止，同
时双掌扶在膝盖上。

3 . 头部顶住墙壁，腰部用
力向前挺，脚尖点地，使上身、
臀部离开墙壁，暂停 3-5 秒后，
恢复蹲位。一起一落为一次，据
个人情况，每天练 3-8 次。

据《快乐老人报》

中药渣的妙用 心血管病患者
晨起应多喝水

运动后饮酒会伤肌肉

远距离徒步“少儿不宜”

腰不好坐姿宜
“两个90度”

问：我爬山锻炼时脚底
起泡，膝关节处有外伤，脚踝
软组织也受了伤，当时就用
消炎药水喷于患处，但几天
后受伤处的皮肤还是溃烂
了。这是什么原因？

答：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通常因磨损起水泡应该先挑
破，然后用碘酒或者酒精消
毒，最后进行包扎。消炎喷雾
剂的注意事项中有一条“皮
肤损伤者勿用”，因为皮肤有
创面时，使用喷雾剂可能会
有细菌感染，致使皮肤溃烂，
反而得不偿失。

据家庭医生在线

运动受了外伤
可用消炎喷雾剂吗

搓手操是既不花钱又很
简便易做的手部运动，特别
是在冬季经常做做搓手操，
除了 10 个手指的活动外，还
可涉及肩部、手腕、手掌、手
指等 30 多个大小关节与 50
多条肌肉，所以常做搓手操
可强化双手的各种功能，提
高其灵活性、柔韧性和抗寒
性，还有利于延缓双手衰老。

搓手操简单易学，具体
方法如下：

1 . 先将双手掌合拢，十
指伸直相互交叉，然后连续
快速对搓，搓至两手都感到
暖烘烘为止。接着用热的右手
掌根揉左手背，再用热的左手
掌根揉右手背，各揉 50 次。

2 . 对搓两手大鱼际：一
只手固定，转另一只手的大
鱼际，像搓花生米皮一样，对
着固定手大鱼际进行按揉

（直到搓热为止）。
3 . 分别用左右手的拇指

和食指捻搓 10 个手指关节，
用力要慢、轻柔而持久，然后
双手反复做几下握拳放开动
作，使每个关节都得到放松。

4 . 叩掌心——— 先伸开左
手掌，用右手握空拳（手心要
空）叩左手心；反手重复。

据《大众卫生报》

常做搓手操
防病身体好

问：我晚上打呼噜比较严
重，有的时候还影响呼吸。去
医院检查发现鼻中隔偏曲，还
有点鼻息肉，医生建议手术切
除。请问术后效果如何？

答：有鼻中隔偏曲的人不
是都要做手术，只有影响到正
常通气、影响生活了才考虑手
术。一般术后通气会明显改
善。有鼻息肉的患者，手术摘
除后通气情况也会明显改善。
单纯靠鼻子手术治疗鼾症或
睡眠呼吸暂停，不会有明显效
果。因为睡眠呼吸暂停是多因
素引起的，患者可能鼻腔、咽
腔都有狭窄，但通常鼻腔占的
分量很小。一般做鼾症手术的
时候，如果鼻甲有肥大，会一
并处理，让鼻腔宽敞一点，整
个气道的通畅性更好。

耳鼻喉手术共同的风险
都是出血、窒息。术后要填塞
止血材料会有点痛，换药时医
生会把内镜伸到鼻孔中把分
泌物吸干净，疼痛会明显减
轻。 据寻医问药网

鼻腔手术治疗打呼噜
疗效如何？

指甲有竖纹可能消化不好
不少人的指甲上都有或密或

疏的棱状竖纹，这是消化系统功
能不好的体现。如果竖纹较小关
系不大，只需注意规律饮食、营养
均衡即可。而指甲上出现的横
纹，一般是生病时自然生成的。

如果指甲十分柔软、脆薄、
易断，指甲容易和甲床分离，很
可能是肝血不足，需要适量补充
钙、蛋白质、胶原蛋白等，可多吃

肉皮、蹄筋、猪手等。此外，指甲
周围如果频繁出现毛刺，多为虚
证。指甲变干、变脆，容易开裂或
折断、指甲甲床畸形等，还可能
是甲状腺疾病等常见疾病所致。

如果指甲甲床发红，要当心
可能患有心脏病。如果呈现灰
白色或白色的话，则说明血液
中红细胞偏少，很可能是贫血导
致的。 据《中国中医药报》

健康咨询

樟脑丸去鞋臭
将樟脑丸碾碎成粉末状，

然后将这些粉末均匀地洒在
鞋内，再在上面垫上鞋垫，一
双鞋大约使用 1个樟脑丸即
可。这样鞋内就可保持干爽，
并且鞋臭味也不那么明显了。

要注意的是，樟脑丸不能
直接和脚接触。装有樟脑丸粉
末的鞋不需要每天都晒，里面
的樟脑丸粉末只要隔1周换1次
即可。

用白醋去袜臭
在洗袜子的水里倒入少

许白醋，将袜子泡10分钟左右，
再用常规方法洗净即可。这样
不但可以去除臭味，还能起到
杀菌的作用。

用香皂除鞋柜臭味
鞋柜里面有异味，如果长

期不处理，把鞋子放在里面也
会沾染臭味。其实，在鞋柜中
放入 1 块香皂，就能轻松去除
其中的臭味。

据《健康报》

生活妙招

3 种方法除鞋袜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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