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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卡通

张医生：
我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便

血， 但腹部和肛门没有异样
感觉。 请问要不要去医院检
查？

湖北读者 小黎
小黎：

如果连续数天出现便
血， 意味着身体健康出现问
题， 请立即去医院消化科就
诊。 一般来说， 在腹泻时出
现便血， 首先考虑的是胃肠
炎症， 包括急性胃肠炎、 细
菌性痢疾、 克罗恩病、 溃疡
性结肠炎等导致的肠管内部
粘膜损伤 ， 进而引发的出
血； 如果大量便血伴有肛门
撕裂样疼痛， 可能是肛裂导
致的大量便血， 其血液鲜红
色， 偶有滴血发生， 也可能
是胃肠道肿物破裂出血， 或
是胃肠道急性坏死出血； 如
果肚子不痛， 但是大便时有
鲜血应该高度警惕肿瘤。 尤
其是中老年人容易发生消化
道恶性肿瘤， 一般表现为没
有肚子痛， 但有便血。 医生
会通过结直肠镜检查， 明确
便血原因， 排除痔疮、 肛裂
等良性疾病导致的便血。 便
血有鲜血和黑便两种不同的
表现，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
都应该先就医， 大便常规检
查可以探寻病因， 排除严重
的问题。

湖南省疾控中心
预防医学门诊部 张立满

������颈椎病是影响人们健康的常
见疾患 ， 致残率高 。 传统手术可
以达到彻底减压 ， 但手术创伤相
对较大 ， 而经皮注射等介入手术
对复发的脊髓压迫往往难以凑效。
目前 ， 国内一些大型医院利用脊
柱内镜和显微镜技术开展颈椎微
创手术治疗 ， 既能达到与传统手
术一样彻底减压的效果 ， 又减少
了神经损伤的风险 ， 提高了手术
质量和治疗效果。

颈椎后路经皮内镜“钥匙孔”
手术 经皮内镜 “钥匙孔 ” 手术 ，
是通过在颈椎椎板与关节突关节
交界处开圆窗 ， 如同 “钥匙孔 ”
样 ， 进入椎管后在脊髓外侧显露

神经根和突出的椎间盘 ， 并摘除
突出的椎间盘 ， 进行神经松解减
压 。 这种手术适用于治疗神经根
型颈椎病 。 该手术创伤小 、 出血
少 ， 几乎不影响颈椎稳定性 ， 无
需固定融合 ， 术后可早期活动颈
椎 ， 并且治疗费用相对减少 ， 关
键是通过如此微创的方法能达到
更为清晰的显露和更精细的操作，
并彻底摘除脱出的髓核 ， 充分发
挥了内镜微创手术的优势。

颈椎前路显微镜下减压手术
颈椎前路手术是治疗脊髓型颈椎
病的常用方法 ， 可以达到脊髓前
侧压迫的直接减压 。 由于需要达
到椎体后方的椎管减压 ， 常规手

术肉眼下往往视野显露欠佳 ， 尤
其是经单间隙手术时显露更为困
难 ， 有时不得不进行椎体切除以
改善显露 。 显微镜是目前神经外
科手术的必备设备 ， 利用显微镜
良好的照明 、 放大和三维立体成
像功能 ， 医生能通过椎间隙有限
的空间清晰显露向后突出的椎间
盘、 后纵韧带及脊髓硬膜囊腹侧，
安全有效地切除脊髓压迫物 ， 进
行精细的神经减压 、 止血操作 。
与传统颈椎开放手术相比精确度
高 、 并发症少 、 出血少 ， 患者术
后临床症状明显缓解 ， 大大提高
了手术精细度和手术质量。
天津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 杨强

������心脏跳动， 是我们的生命之源。 据
英国 《每日邮报》 报道， 心跳太快， 可
能会缩短寿命， 即使身体健康的人也不
例外。 医学专家发现， 脉搏过快可能导
致神经系统失调， 使身体各器官加速运
转， 加速身体老化， 最终导致死亡风险
升高。 因此， 拥有平稳有力的脉搏， 对
人体健康有益。

脉搏的跳动频率是一个人身体状况
的重要表现。 从医学角度来说， 经常锻
炼的人或者心肺功能较好的人， 脉搏跳
动相对较慢， 一般每分钟 60 多次； 而
体质较弱的人脉搏跳动较快， 每分钟跳
动八九十次， 每分钟脉搏的基本频率在
60 至 100 次都属于正常。 人在运动的
时候心跳会加快， 可达每分钟 100 多
次， 发烧的时候和情绪激动的状况下
心跳同样会加快。 因此， 脉搏的基本频
率要求在人体静止时测量， 可以通过手
腕或颈部的脉搏进行测算， 在脉搏上轻
轻地按压 10 秒， 然后将脉搏数乘以 6，
就能够得出每分钟的心跳数。

一般来说， 较慢的脉搏和心率就意
味心脏无需太过卖力工作， 便可完成输
送血液的任务， 但并非所有的脉搏跳动
慢都代表着健康， 要从综合角度来判断
一个人的身体状况。 除了脉搏跳动， 还
要观察面色， 如果一个人脉搏跳动缓
慢， 而且精力充沛， 就表示这个人很健
康； 相反， 如果一个人脸色苍白， 尽管
脉搏确实缓慢， 也预示身体不太好。

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发现自己的脉
搏跳得很快， 每分钟达到八九十次。 其
实脉搏过快分为功能性和器质性两种。
功能性脉动过快一般多见于人在焦虑、
心悸、 心慌、 失眠等情况时， 心率和脉
搏就会加快。 这种情况一般只要加强锻
炼， 放松心情， 自然就会缓解。

另一种是器质性脉动过快， 多见于
发烧以后， 建议去医院查查心肌酶谱。
而年纪大的人出现这种情况， 则需要去
医院检查是否是心功能不好， 看有无心
衰。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主任医师 孙宝贵

������对于身体健康的
人来说， 睡眠的最好
体位是右侧卧位 （因
心脏位置在左侧） 或
正平卧位 （不要把手
放在胸前）， 这样既
不会压迫心脏， 又有
利于四肢的放松， 自然睡得香。
如果患了某种疾病， 有必要采
取保护性睡姿， 以减轻疾病的
症状， 有利康复。

冠心病患者 宜采用上半身
高、 下半身低的倾斜 10-15 度
的睡眠姿势。 这样可使下腔静
脉回流的血液减少， 有利于心
脏休息和减少夜间心绞痛的发
作次数。

颈椎病患者 最好睡硬床，
保持平躺的姿势， 枕头要柔软，
颈部也要放在枕头上， 不要悬空。

胆石症患者 以平卧或右侧
位卧为佳， 不宜左侧卧。 因为
胆囊 “瓶口” 朝下方， 避免重
力作用下使胆囊内结石落入
“瓶颈部” 而发生嵌顿， 引起胆
绞痛发作。

心脏病患者 心脏代偿功能
尚好者， 以右侧卧为宜， 既可
减轻躯体及血流对心脏的压迫，
又会使较多的血液流向右侧 ，
减轻心脏的负担； 若已出现心
衰， 可采用半卧位以缓解呼吸
困难。 切忌俯卧和左侧卧。

哮喘病患者 宜采取半躺半
坐的姿势， 以改善肺部的血液
循环， 减少肺部淤血， 增加氧
气的吸入量。 一旦出现呼吸困
难时， 病人只能坐着睡， 这样
可使横膈下降 ， 肺活量增加 ，
有利减轻呼吸困难。

消化不良患者 宜右侧睡，
因为胃通向十二指肠、 大小肠
的出口都在左侧， 右侧睡可以
避免压迫这些器官， 有利于肠
道内食物由上到下的顺畅运行，

帮助消化。
肝炎患者 应采取右侧卧，

因为肝脏位于腹腔动脉之下 ，
动脉血液便顺势进入肝脏， 向
其供应更多的氧气和养料， 有
利于肝细胞的再生与修复。

腰背痛患者 宜侧卧睡， 可
以使肌肉完全松弛， 避免肌肉
牵拉紧张 、 刺激或压迫神经 ，
引起或加重腰背疼痛。

下肢静脉曲张或下肢水肿
患者 入睡时不妨把腿部垫高约
20 度 （不可过高）， 使静脉血液
容易回流心脏， 改善血液循环，
缓解局部的曲张或水肿。

支气管扩张患者 以哪侧患
病卧向哪侧为好， 以减轻由于
痰液顺位引流到支气管而刺激
支气管引起的剧烈咳嗽。

椎间盘突出患者 若处于急
性期， 最好采用侧卧， 减轻椎
间盘压力。

肥胖患者 采取侧卧位， 有
利于呼吸和静脉回流。

心功能不全患者 右侧卧，
以利于心脏血液回流， 减轻心
悸等不适。

孕妇 宜左侧卧位， 勿仰卧
位， 以减轻子宫对脊柱前方大
血管的压迫。

醉酒的人 首先解开醉酒者
领带、 衣扣、 裤带等， 抬起下
颌， 头部后仰， 保持呼吸畅通。
然后采取侧卧位， 这样便于呕
吐物引流， 防止误吸入气管引
发窒息。

浙江省平阳县凤巢卫生计生
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 陈日益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
慢性病患者， 需长期服用抗
血小板集聚功能的药物， 这
些药物可抑制骨髓， 导致贫
血。 因此， 要严格遵医嘱用
药， 不能擅自购药、 服药。

图文/陈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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