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岁的陈小姐是个爱美的
姑娘， 她在耳廓上方打了个耳
洞， 之后这里竟慢慢长出了一个
疙瘩， 且越长越大， 成了一个直
径近 2厘米的圆形肉球。 为了美
丽打的耳洞反而影响到了外貌，
这让陈小姐有些难以接受。 经医
生诊断， 陈小姐属于瘢痕体质，
是不能打耳洞的， 在接受了药物
注射、 瘢痕切除皮瓣转移整形手
术等综合治疗后， 她耳朵上的疙
瘩终于消失了。

生活中， 打几个耳洞， 戴上
漂亮的耳饰， 在爱美女性身上很
常见。 但属于瘢痕体质的陈小姐
打个耳洞， 为什么就出现这么大
的疙瘩呢？ 瘢痕体质是指患者皮
肤受到外伤后， 皮肤的结缔组织
对创伤反应超过正常范围， 出现
瘢痕增生， 与患者的皮肤张力、
自身免疫、 遗传有一定关系。

通常满足下面三点中的两
点， 那么可能就是瘢痕体质： 1.
身上存在增生性瘢痕、 瘢痕疙瘩
或者有增殖期持续 1 年以上的陈
旧性瘢痕的发病史； 2.是过敏体
质， 在蚊虫叮咬、 打完疫苗、 轻
度划伤或者其它轻度外伤后会有
红色凸起的瘢痕； 3.父母或者家
族内存在 1～2 人已经确定为瘢
痕体质。 需提醒的是， 这些自测
方式并不能作为诊断依据， 如果
有以上情况且高度怀疑自己是瘢
痕体质， 可以去医院咨询医生并
检查确定。

专家建议， 瘢痕体质者在日
常生活中要尽量小心， 不要打耳
洞、 纹身等， 避免一些外伤， 也
不要做一些具有危险性的运动。
在平时， 瘢痕体质者应选择温和
的日化洗浴产品， 禁忌使用含有
汞、 铅等重金属的洗护产品； 保
证肌肤表层洁净， 注意洗浴水温
不宜过高 ， 温水即可 ； 注意防
晒， 否则紫外线会加重色素沉
积， 易损伤皮肤。

董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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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不充分易致损伤

造成运动损伤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 既与锻炼者的运动基础、 体质
水平有关， 也与运动项目的特点、
技术难度以及运动环境等因素有
关。 其中运动前准备活动不充分不
合理是损伤的常见原因： 1.不做准
备活动就进行激烈的体育活动， 热
身不够很容易造成肌肉损伤、 扭
伤； 2.准备活动敷衍了事， 神经系
统和各器官系统的功能尚未达到适
宜水平 ； 3.准备活动的内容不得
当； 4.过量的准备活动致使身体功
能未处于最佳状态而是有所下降。
此外， 不良的心理状态， 情绪低
下， 在畏难、 恐惧、 害羞、 犹豫以
及过分紧张时或因缺乏运动经验、
缺乏自我保护能力， 也容易导致运
动损伤。

运动损伤中， 以打篮球、 踢足
球和打羽毛球造成的损伤较为多
见。 运动损伤可以是肩、 肘关节脱
位 （俗称脱臼）， 踝关节的扭伤和
跟腱断裂。 损伤发生后通常表现
为： 损伤部位疼痛、 出血和肿胀、
闻及撕裂声、 活动障碍和功能受
损。

运动损伤要正确处理

运动损伤后， 我们应该采取怎
样科学的处理方式？ 我们以常见的
踝关节扭伤后表现为例， 首先是需
要制动。 急性期处理要记住 “PO鄄
LICE” 原则： protest （保护）、 op鄄
timal loading （适当负重）、 ice （冰
敷 ） 、 compression （加 压 包 扎 ） 、
elevation （抬高患肢）。

踝关节扭伤后应休息 1 周， 关
节护具佩戴的时间为 6 周～12 周。
伤后需要进行关节康复性训练， 恢
复肌肉力量以及关节的本体感觉。
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关节， 另一方面
要避免再次损伤。

预防伤病五个小技巧

掌握规范的技术动作 动作规
范， 对于腕、 肩和踝关节处的损伤
可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

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对于肌肉
反应较大的， 如大腿和小腿可以佩
戴护具。 膝关节有陈旧性损伤的，
可以佩戴护膝。 除了护具， 要适当
用肌肉贴布和胶布， 如保护腕关节
要用胶布固定， 最大程度限制腕关
节过屈活动。

准备活动要充分 特别是几个

容易出现损伤的部位 （手腕、 肩关
节、 腰部、 踝关节 、 大小腿等部
位）。 运动前做适当的保护性力量
训练， 如膝关节静蹲、 踝关节提踵
训练。 肩关节可以借助弹力带做挥
拍运动， 也可以做肩关节外旋、 内
旋等动作， 充分激活肌肉和神经。

感觉身体不适应立即停止运动
在身体疲劳或者已经有伤病， 如轻
微肌肉拉伤或者陈旧性伤病症状加
重时， 应停止运动， 以免加重损
伤。

重视运动后的牵拉和放松 大
多业余爱好者不重视运动后的牵拉
和放松。 充分的牵拉和放松不仅能
促进乳酸排泄， 消除肌肉酸痛感，
还能减少损伤。

此外，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若
想去户外运动， 千万避免以下四件
事： 动作幅度太大， 会加重高血压
等慢性疾病的症状； 迎着冷风呼
吸， 有诱发和加重呼吸及消化系统
疾病的风险； 戴着口罩锻炼， 容易
使人产生缺氧、 憋气、 胸闷、 心跳
加快等不适； 运动后立即进食烫
食， 易发生消化道出血、 便血等病
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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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准备室内“爆汗”的你

请收好这份运动指南
瘢痕体质
莫打耳洞

据统计， 在冬季运动锻炼的过程中， 约 25.8%的人容
易伤到膝关节， 20.6%的人踝关节容易受伤， 17.7%的人会
伤到腰部， 小腿受伤占比为 10.4%， 大腿及臀部受伤比例
约 8.9%， 肩部受伤比例为 8.4%。

天越来越冷了， 想要健康不挨冻， 很多人会选择在室
内“爆汗”。 对于健身达人来说， 没有比运动损伤更“丧”
的事了。 不同的运动项目又有不同的损伤多发部位， 如打
篮球、 打羽毛球最易伤膝、 踝、 肩、 肘、 腕关节； 练瑜
伽、 做体操易伤腰、 肩、 膝关节； 跳跃性较强的运动易伤
及大腿及小腿后群肌肉等。 我们该如何避免运动损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