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汗液中除了水分、 盐以外，
还含有一定量的钾离子。 当人体
缺钾时， 会出现全身无力、 疲乏、
心跳减弱、 头昏眼花， 严重者还
会导致呼吸肌麻痹死亡， 故夏季
出汗多时应注意补钾。 临床上可
选用口服 10%的氯化钾溶液， 最
安全而且有效的方法是多吃富钾
食物， 如香蕉、 苹果等。

图 /文 陈望阳

■健康卡通

老年护理实践指南之

一、 评估与观察要点
1. 了解患病情况、 临床表现、 睡

眠习惯及睡眠环境。
2. 询问服用镇静催眠类药物的种

类、 剂量及不良反应。
3. 评估意识状态、 跌倒风险、 对

睡眠障碍的态度及对社会功能的影响。
4. 评估心理、 社会支持情况及照

护者的能力与需求。
二、 护理要点
1. 提供安静 、 整洁的睡眠环境 ，

温湿度及光线适宜。
2. 协助采取非药物措施改善睡眠：

（1） 睡前饮温牛奶， 不宜喝浓茶、 咖
啡及含酒精类等饮品； （2） 睡前用温
水泡脚 （水温不超过 40℃）， 避免兴奋
及刺激， 营造安静的睡眠氛围； （3）
安排规律的日间活动， 减少白天睡眠
时间； （4） 使用耳穴贴压、 中药药枕
等中医适宜技术促进睡眠； （5） 可使
用眼罩、 耳塞辅助睡眠； （6） 建立睡
眠卫生习惯。

3. 遵医嘱服用镇静催眠类药物 ，
观察药物疗效及不良反应， 并采取措
施预防跌倒。

三、 指导要点
1. 告知患者按时服药及预防跌倒

的重要性， 不能擅自停药或改变剂量。
2. 告知患者睡眠障碍加重时， 应

及时就诊。
3. 指导患者促进良好睡眠的方法。
4. 指导照护者提供亲情支持， 妥

善处理引起不良心理反应的事件。
四、 注意事项
1. 首选非药物措施改善睡眠。
2. 服用镇静催眠类药物期间定期

检查肝肾功能。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睡 眠 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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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事一 赤膊真凉快
炎炎夏日， 不少男性朋友都

喜欢赤膊上阵， 认为打赤膊会更
凉快， 实际上， 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知道， 体表热量的散发主要
是通过人体皮肤的热辐射、 汗液
蒸发、 空气对流和热传导。 当皮
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 皮肤的
热辐射、 热传导功能可得到有效
发挥， 而酷暑时节， 外界气温往
往接近甚至高于人体皮肤温度，
此时皮肤不仅不能散热， 反而会
吸收环境中的热量， 让人感到更
热。 所以， 为了文明和凉爽， 千
万不要打赤膊。

傻事二��空调是个宝
既然外界温度低于皮肤温度

时， 打赤膊会使人凉爽， 那我们
就长时间呆在屋里打赤膊吹空调
风扇可好 ？ 当然不行 。 到时吹
成面瘫、 肩周炎、 头痛、 感冒、
肺炎、 中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送你一首 “诗 ” ———风扇空调
是个宝 ， 切莫直吹来睡觉 ； 空
调温度要控好 ， 过分贪凉易感
冒 ； 内外温差不宜大 ， 节能减
排又健康； 经常通风勤打扫， 空
调疾病远离你。

傻事三 暴汗益处多
夏季炎热， 汗出频繁， 很多

人认为出汗是在燃烧脂肪， 可以
减肥 ， 还可散热 。 从医学上来
说， 夏天出汗可以维持体温的恒
定 ， 同时排出体内部分代谢废
物， 如乳酸、 碳酸、 肌酐、 尿素
以及细菌的毒素等。 出汗虽然有
好处 ， 但暴汗并不好 。 中医有
“汗血同源” 之说， 过度出汗易
耗伤体内的津血， 严重者可致气
血两伤， 因此， 夏季微汗才有利
于调畅气血， 切不可暴汗， 出汗
后记得补充适当的盐水或糖水。

傻事四 败火多吃苦
夏天炎热易上火， 大家都知

道要多吃 “苦”。 中医学也认为，
苦味食物性寒凉 ， 有清火的功
效， 但 “吃苦” 也要因人而异，
如脾胃虚寒者 （腹部冷痛、 大便
稀溏） 应少食。 此外， 食苦不宜
空腹或过量， 以免苦寒伐胃， 引
起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等不适。

傻事五 冰镇饮料爽
酷暑难耐时， 来一瓶冰镇饮

料真是透心爽， 但是， 如果短时
间内大量饮用冰镇碳酸饮料会刺
激我们的胃肠道 ， 引起血管收

缩、 黏膜缺血， 引发腹痛腹泻。
所以， 夏天应该少喝冰镇饮料，
多喝点温水 ， 以促进汗液的分
泌， 带走大量的体热， 降低体表
温度。

傻事六 晨练要趁早
夏季早晚气温相对较低， 不

少老年人趁着这个时候来到公园
晨练， 但这段时间其实并不适合
锻炼。 因为在日出之前， 绿色植
物由于缺乏光合作用， 附近非但
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 反而会产
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不利于身体
健康。 所以， 热衷锻炼的朋友们
要适当调整晨练时间。

傻事七 养生一把抓
夏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

不少人非常注重夏季养生保健。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冬吃
萝卜夏吃姜 ” “小暑吃藕精神
旺 ” ……这类养生谚语数不胜
数， 但这些并非适合每一个人。
无论是夏季养生， 还是其他时节
养生保健， 都要遵循个人的体质
有针对性地进行 ， 不要盲目跟
风， 如果自己拿不准， 一定要先
咨询专业的中医师。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陈韬

夏季出汗多
及时补钾

你做过几件？

糖尿病患者在使用胰岛素治疗时
一定要在注射部位、 注射剂量上加以
规范， 以免影响疗效。

在注射部位上， 按吸收速度依次
为腹部、 手臂、 大腿外侧、 臀部， 其
中， 腹部吸收最快， 是最佳的注射部
位。 需要提醒的是， 每次注射时都要
注意更换部位， 针孔之间的距离至少
1 厘米， 且避开之前注射部位的硬结
或疤痕， 以免影响吸收。

其次， 使用剂量上一定要严格遵
医嘱， 不可随意减量或停药。 用药期
间规律监测血糖并记录， 以便随时调
整胰岛素剂量， 保证饮食规律、 适量
运动， 预防低血糖。

最后， 胰岛素的储存也是有讲究
的。 未开封的应该将其放置于 2℃~
8℃的环境中冷藏保存， 不可冷冻；
开封的应放置在 25℃以下的常温保
存， 且尽量在 28 天内用完。

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 葛焕琦

65 岁的肖先生中等身
材， 体型偏胖， 患有高血脂，
近日与朋友吃夜宵时突然出
现腹痛、 呕吐、 畏寒、 头晕
等症状， 被朋友送到了湖南
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
外科。 入院后， 查得血淀粉
酶高达 1750�u/L （单位 / 升，
正常值为 135�u/L 以下）， 诊
断为急性胰腺炎， 经过一系
列对症治疗才转危为安。

该科主任谢敖文介绍 ，
近一周内他们收治了 7 例急
性胰腺炎患者， 共同特点是
都患有高血脂， 且都是在宵
夜中大吃大喝时发病的。 胰
腺炎的诱发因素主要有脂源
性和胆源性， 其中， 脂源性
胰腺炎病情重 、 死亡率高 ，
可达 50%以上。

无独有偶， 家住郴州市
北湖区人民西路的李某几天
前突然感到肚子隐隐作痛 ，

本以为忍忍就会过去。 但到
了当天晚上痛得 浑 身 冒 冷
汗， 家人赶紧将他送到了郴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
医生一查李某的血淀粉酶为
1266 u/L， 诊断为急性胰腺
炎。 原来， 李某今年 24 岁 ，
平时上班经常一坐就是一整
天， 下班后也很少运动， 最
近经常和好友吃宵夜， 毫无
节制地胡吃海喝， 也正是由
于长时间的暴饮暴食引发了
胰腺炎。

每年夏季都有许多市民
因为贪吃宵夜诱发胰腺炎 ，
谢主任提醒 ， 预 防 胰 腺 炎
最重要的就 是要 注 意 饮 食
清淡 ， 不 要 暴 饮 暴 食 ， 少
喝酒 ， 尤 其是 血 脂 偏 高 的
人群 ， 如 果 出 现 腹 痛 、 恶
心 、 呕 吐等 不 适 ， 一 定 要
及时就医 。

通讯员 刘振 李梦情

吃宵夜莫放纵 谨防诱发
■家庭用药

近日气温节节攀升， 一系列防暑降温的“妙
招” 又有用武之地了， 殊不知， 有些“妙招” 其
实是很伤身的。 以下是人们容易当成防暑妙招的
“七件傻事”， 看看自己做过几件。

七大“傻事”

胰腺炎

傻事一 赤膊真凉快
炎炎夏日， 不少男性朋友都

喜欢赤膊上阵， 认为打赤膊会更
凉快， 实际上， 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知道， 体表热量的散发主要
是通过人体皮肤的热辐射、 汗液
蒸发、 空气对流和热传导。 当皮
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 皮肤的
热辐射、 热传导功能可得到有效
发挥， 而酷暑时节， 外界气温往
往接近甚至高于人体皮肤温度，
此时皮肤不仅不能散热， 反而会
吸收环境中的热量， 让人感到更
热。 所以， 为了文明和凉爽， 千
万不要打赤膊。

傻事二��空调是个宝
既然外界温度低于皮肤温度

时， 打赤膊会使人凉爽， 那我们
就长时间呆在屋里打赤膊吹空调
风扇可好 ？ 当然不行 。 到时吹
成面瘫、 肩周炎、 头痛、 感冒、
肺炎、 中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送你一首 “诗 ” ———风扇空调
是个宝 ， 切莫直吹来睡觉 ； 空
调温度要控好 ， 过分贪凉易感
冒 ； 内外温差不宜大 ， 节能减
排又健康； 经常通风勤打扫， 空
调疾病远离你。

傻事三 暴汗益处多
夏季炎热， 汗出频繁， 很多

人认为出汗是在燃烧脂肪， 可以
减肥 ， 还可散热 。 从医学上来
说， 夏天出汗可以维持体温的恒
定 ， 同时排出体内部分代谢废
物， 如乳酸、 碳酸、 肌酐、 尿素
以及细菌的毒素等。 出汗虽然有
好处 ， 但暴汗并不好 。 中医有
“汗血同源” 之说， 过度出汗易
耗伤体内的津血， 严重者可致气
血两伤， 因此， 夏季微汗才有利
于调畅气血， 切不可暴汗， 出汗
后记得补充适当的盐水或糖水。

傻事四 败火多吃苦
夏天炎热易上火， 大家都知

道要多吃 “苦”。 中医学也认为，
苦味食物性寒凉 ， 有清火的功
效， 但 “吃苦” 也要因人而异，
如脾胃虚寒者 （腹部冷痛、 大便
稀溏） 应少食。 此外， 食苦不宜
空腹或过量， 以免苦寒伐胃， 引
起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等不适。

傻事五 冰镇饮料爽
酷暑难耐时， 来一瓶冰镇饮

料真是透心爽， 但是， 如果短时
间内大量饮用冰镇碳酸饮料会刺
激我们的胃肠道 ， 引起血管收

缩、 黏膜缺血， 引发腹痛腹泻。
所以， 夏天应该少喝冰镇饮料，
多喝点温水 ， 以促进汗液的分
泌， 带走大量的体热， 降低体表
温度。

傻事六 晨练要趁早
夏季早晚气温相对较低， 不

少老年人趁着这个时候来到公园
晨练， 但这段时间其实并不适合
锻炼。 因为在日出之前， 绿色植
物由于缺乏光合作用， 附近非但
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 反而会产
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不利于身体
健康。 所以， 热衷锻炼的朋友们
要适当调整晨练时间。

傻事七 养生一把抓
夏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

不少人非常注重夏季养生保健。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冬吃
萝卜夏吃姜 ” “小暑吃藕精神
旺 ” ……这类养生谚语数不胜
数， 但这些并非适合每一个人。
无论是夏季养生， 还是其他时节
养生保健， 都要遵循个人的体质
有针对性地进行 ， 不要盲目跟
风， 如果自己拿不准， 一定要先
咨询专业的中医师。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陈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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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但这些并非适合每一个人。
无论是夏季养生， 还是其他时节
养生保健， 都要遵循个人的体质
有针对性地进行 ， 不要盲目跟
风， 如果自己拿不准， 一定要先
咨询专业的中医师。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陈韬

傻事一 赤膊真凉快
炎炎夏日， 不少男性朋友都

喜欢赤膊上阵， 认为打赤膊会更
凉快， 实际上， 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知道， 体表热量的散发主要
是通过人体皮肤的热辐射、 汗液
蒸发、 空气对流和热传导。 当皮
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 皮肤的
热辐射、 热传导功能可得到有效
发挥， 而酷暑时节， 外界气温往
往接近甚至高于人体皮肤温度，
此时皮肤不仅不能散热， 反而会
吸收环境中的热量， 让人感到更
热。 所以， 为了文明和凉爽， 千
万不要打赤膊。

傻事二��空调是个宝
既然外界温度低于皮肤温度

时， 打赤膊会使人凉爽， 那我们
就长时间呆在屋里打赤膊吹空调
风扇可好 ？ 当然不行 。 到时吹
成面瘫、 肩周炎、 头痛、 感冒、
肺炎、 中风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送你一首 “诗 ” ———风扇空调
是个宝 ， 切莫直吹来睡觉 ； 空
调温度要控好 ， 过分贪凉易感
冒 ； 内外温差不宜大 ， 节能减
排又健康； 经常通风勤打扫， 空
调疾病远离你。

傻事三 暴汗益处多
夏季炎热， 汗出频繁， 很多

人认为出汗是在燃烧脂肪， 可以
减肥 ， 还可散热 。 从医学上来
说， 夏天出汗可以维持体温的恒
定 ， 同时排出体内部分代谢废
物， 如乳酸、 碳酸、 肌酐、 尿素
以及细菌的毒素等。 出汗虽然有
好处 ， 但暴汗并不好 。 中医有
“汗血同源” 之说， 过度出汗易
耗伤体内的津血， 严重者可致气
血两伤， 因此， 夏季微汗才有利
于调畅气血， 切不可暴汗， 出汗
后记得补充适当的盐水或糖水。

傻事四 败火多吃苦
夏天炎热易上火， 大家都知

道要多吃 “苦”。 中医学也认为，
苦味食物性寒凉 ， 有清火的功
效， 但 “吃苦” 也要因人而异，
如脾胃虚寒者 （腹部冷痛、 大便
稀溏） 应少食。 此外， 食苦不宜
空腹或过量， 以免苦寒伐胃， 引
起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等不适。

傻事五 冰镇饮料爽
酷暑难耐时， 来一瓶冰镇饮

料真是透心爽， 但是， 如果短时
间内大量饮用冰镇碳酸饮料会刺
激我们的胃肠道 ， 引起血管收

缩、 黏膜缺血， 引发腹痛腹泻。
所以， 夏天应该少喝冰镇饮料，
多喝点温水 ， 以促进汗液的分
泌， 带走大量的体热， 降低体表
温度。

傻事六 晨练要趁早
夏季早晚气温相对较低， 不

少老年人趁着这个时候来到公园
晨练， 但这段时间其实并不适合
锻炼。 因为在日出之前， 绿色植
物由于缺乏光合作用， 附近非但
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 反而会产
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不利于身体
健康。 所以， 热衷锻炼的朋友们
要适当调整晨练时间。

傻事七 养生一把抓
夏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

不少人非常注重夏季养生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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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温度要控好 ， 过分贪凉易感
冒 ； 内外温差不宜大 ， 节能减
排又健康； 经常通风勤打扫， 空
调疾病远离你。

傻事三 暴汗益处多
夏季炎热， 汗出频繁， 很多

人认为出汗是在燃烧脂肪， 可以
减肥 ， 还可散热 。 从医学上来
说， 夏天出汗可以维持体温的恒
定 ， 同时排出体内部分代谢废
物， 如乳酸、 碳酸、 肌酐、 尿素
以及细菌的毒素等。 出汗虽然有
好处 ， 但暴汗并不好 。 中医有
“汗血同源” 之说， 过度出汗易
耗伤体内的津血， 严重者可致气
血两伤， 因此， 夏季微汗才有利
于调畅气血， 切不可暴汗， 出汗
后记得补充适当的盐水或糖水。

傻事四 败火多吃苦
夏天炎热易上火， 大家都知

道要多吃 “苦”。 中医学也认为，
苦味食物性寒凉 ， 有清火的功
效， 但 “吃苦” 也要因人而异，
如脾胃虚寒者 （腹部冷痛、 大便
稀溏） 应少食。 此外， 食苦不宜
空腹或过量， 以免苦寒伐胃， 引
起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等不适。

傻事五 冰镇饮料爽
酷暑难耐时， 来一瓶冰镇饮

料真是透心爽， 但是， 如果短时
间内大量饮用冰镇碳酸饮料会刺
激我们的胃肠道 ， 引起血管收

缩、 黏膜缺血， 引发腹痛腹泻。
所以， 夏天应该少喝冰镇饮料，
多喝点温水 ， 以促进汗液的分
泌， 带走大量的体热， 降低体表
温度。

傻事六 晨练要趁早
夏季早晚气温相对较低， 不

少老年人趁着这个时候来到公园
晨练， 但这段时间其实并不适合
锻炼。 因为在日出之前， 绿色植
物由于缺乏光合作用， 附近非但
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 反而会产
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不利于身体
健康。 所以， 热衷锻炼的朋友们
要适当调整晨练时间。

傻事七 养生一把抓
夏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节，

不少人非常注重夏季养生保健。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冬吃
萝卜夏吃姜 ” “小暑吃藕精神
旺 ” ……这类养生谚语数不胜
数， 但这些并非适合每一个人。
无论是夏季养生， 还是其他时节
养生保健， 都要遵循个人的体质
有针对性地进行 ， 不要盲目跟
风， 如果自己拿不准， 一定要先
咨询专业的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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