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当吃素可以降低血液粘稠
度， 对预防冠心病有益， 但长期素
食并不利于身体健康， 反而是导致
冠心病的因素之一。 长期吃素可造
成人体蛋白质、 脂肪摄入不足及脂
溶性维生素 A、 D、 E、 K 和微量
元素的缺乏， 降低机体抵抗力。 最
重要的是， 长期吃素会造成体内维
生素 B12 缺乏， 造成动脉血管内壁
增厚， 导致血管硬化， 而血管硬化
正是冠心病的发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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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素能预防冠心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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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敷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
式， 可促进眼周的血液循环、
放松眼肌、 减轻眼睛疲劳、 润
泽眼目、 促进睑板腺口张开、
增加泪液分泌， 起到缓解干眼
症症状、 明目健脑的功效。

热敷有干热敷和湿热敷两
种。 干热敷可以在热水袋灌入
1/2～2/3 的热水 ， 拧紧塞子 ，
检查无漏水后， 用毛巾包裹好，
放在眼睛上； 湿热敷可将毛巾
放在热水中浸湿拧干， 放在眼
睛上， 温度以耐受为原则， 或
者泡上一杯菊花茶， 趁热用蒸
汽熏双眼。 不论是干热敷还是
湿热敷， 每次时间不宜过长，
以 10~15 分钟为宜， 每天 2~3
次。 若需要用眼药者， 可在热
敷前后点药， 以增加效果。

热敷的适应症主要有以下
几种。 1.眼疲劳： 长时间用眼
造成的眼睛、 眼眶胀痛， 可通
过热敷的方法 ， 促进血液循
环、 缓解眼周围肌肉的紧张和
痉挛 ， 达到缓解视疲劳的作
用。 2.麦粒肿、 霰粒肿： 临床
观察发现， 麦粒肿患者在局部
使用抗生素眼药水的基础上配
合热敷， 疗效更好， 而霰粒肿
通过热敷可促进腺管疏通、 促
进炎症消散 ， 临床疗效也不

错。 3.干眼症： 睑板腺功能障
碍导致的干眼症， 可以通过热
敷和按摩来疏通睑板腺， 促进
睑板腺正常分泌， 减少水样层
的蒸发， 提高泪膜稳定性， 缓
解干眼症状。 4.虹膜睫状体炎：
热敷能减轻眼睛疼痛， 促进前
房渗出物吸收。 5.巩膜炎： 由
于巩膜纤维致密且排列紧密，
当巩膜层间充血、 水肿、 结节
形成后 ， 疼痛明显 ， 夜间加
重， 热敷能促使白睛红色结节
消散， 减轻疼痛。

以下疾病是热敷的禁忌
症， 使用时需注意。 1.急性结
膜炎： 不管是病毒还是细菌引
起的急性结膜炎， 热敷都可使
局部血液循环加快， 导致病菌
扩散， 使眼病加重。 2.异物入
眼： 这种情况引起的急性眼睛
红肿、 痒痛不能热敷， 否则会
增加刺激， 使炎症加重。 3.过
敏性结膜炎： 热敷会促进结膜
中的肥大细胞脱颗粒， 加重眼
睛的红肿、 痒痛和流泪症状。

患眼病
究竟是热敷还是冷敷？

结直肠癌是我国常见的消
化道恶性肿瘤之一， 早期结直
肠癌无明显症状， 随着病情发
展 ， 患者会出现排便次数明显
增加或减少 ， 大便 性 状 改 变
（变细、 血便、 黏液便等）， 腹痛
或腹部不适， 腹部肿块 ， 肠梗
阻， 以及不明原因贫血、 消瘦、
乏力、 低热等症状。

结直肠癌的危险因素包括
过多食用肉类及加工肉类食品，
膳食纤维摄入不足， 缺乏体力
活动， 肥胖， 便秘， 患有腺瘤、
息肉、 溃疡性结肠炎 、 克罗恩
病等疾病， 以及家族史等 。 定
期进行大便潜血、 直肠指诊及
肠镜等相关检查 （筛查）， 早诊
断， 早治疗， 可提高患者长期
生存率。 健康的生活方式 ， 积
极治疗， 有助于改善生活质量。
●健康生活方式

□ 不吸烟 （吸烟者戒烟），

避免接触二手烟， 不饮酒。
□ 食物多样， 多吃新鲜蔬

菜水果， 适量食用鸡肉 、 鱼肉
等。

□ 不吃霉变食物， 少吃辛
辣食物、 烟熏和腌制肉制品。

□ 肠道功能完整的患者可
多吃粗粮、 豆类等富含膳食纤
维的食物。

□ 避免久坐、 久卧， 身体
状况允许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
行适量运动， 以不引起劳累和
不适为宜。

□ 避免过度疲劳， 保证充
足睡眠。

□ 保持心情舒畅、 情绪稳
定， 减轻精神压力。
●治疗与康复

□ 药物治疗者按医嘱服药，
避免漏服、 多服。

□ 接受治疗期间和治疗后，
密切观察血常规 、 电解质 、 肝

肾功能和肿瘤相关指标变化情况
以及其他不良反应， 如有异常及
时就诊。

□ 术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规范的辅助治疗和康复训练， 并
定期复查。
●急症处理

如病情加重， 尤其是出现下
列情况， 应尽快到医院就诊： 1）
腹痛或发热 ； 2） 便血 、 黑便 ；
3） 腹胀 ， 不能排便 、 排气 ， 恶
心或呕吐 ； 4） 出现严重电解质
紊乱症状 ， 如乏力 、 腹胀 、 心
悸、 反应迟钝、 嗜睡， 甚至昏迷
等 ； 5） 化疗后出现严重骨髓抑
制， 如白细胞减少、 中性粒细胞
减少、 血小板减少、 贫血等， 或
伴有发热、 呼吸困难、 心慌、 喘
憋 、 皮肤散在的出血点等症状 ；
6） 出现急性消化道出血 ， 如无
法控制的便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

结直肠癌

20 岁的刘先生近日因左侧睾丸疼
痛来到株洲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就诊，
医生询问得知， 刘先生 1天前突然出现
左侧睾丸疼痛， 因尚可忍受， 故未引起
重视， 今疼痛明显加重， 并影响行走就
诊。 经彩超检查发现刘先生左侧睾丸扭
转， 需急诊手术， 因错过最佳复位时
间， 术中发现左侧睾丸已完全缺血坏
死， 只能将其切除。 医生提醒， “蛋
疼” 千万别大意， 一定要及时就诊。

睾丸扭转是一种泌尿系急症， 任
何年龄都可发生， 常见于新生儿和青
春期后的男孩， 原因是睾丸下极未充
分固定于睾丸鞘膜。 如果睾丸下极未
固定于鞘膜或固定于鞘膜的基底不够
宽 ， 则睾丸可能在精索上发生扭转 ，
导致睾丸因动脉血流减少和静脉流出
受阻而缺血， 甚至坏死。 睾丸扭转可
能发生在创伤后， 也可能为自发性。

睾丸缺血一旦超过 12 个小时， 就
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导致睾丸组织
缺血坏死， 功能丧失， 失去保留的价
值。 即使对侧睾丸正常， 也可能因为
“血-睾” 免疫屏障受破坏， 使来自生
殖细胞和精子的抗原暴露于全身循环，
导致抗精子抗体的产生而引起不育 。
因此， 一旦发现睾丸疼痛， 一定要及
时就医。

目前， 治疗睾丸扭转主要有手法
复位和外科手术。 对于诊断明确， 且
发病时间短， 或不能立即手术干预者，
可先尝试手法复位 ， 尽早解除扭转 ，
恢复睾丸血流， 降低坏死几率。 需要
提醒的是， 不论是否行手法复位， 都
需要进行手术探查， 并实施睾丸固定
术 （固定睾丸至阴囊壁 ） 以防复发 ，
同时处理可能存在的残余扭转。 对于
扭转时间较长 (>12 小时 )， 睾丸发生
坏死者， 需行睾丸切除术。

株洲市人民医院 陈波

“蛋疼”莫大意
尽早就医是关键

眼睛不舒服时， 我们常习惯用湿毛巾敷一敷， 但究竟是热敷
好还是冷敷好呢？ 其实， 不同的眼病需要用不同的方法。

冷敷
冷敷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眼周

血管收缩、 减少渗出， 达到消肿
止痛之功效。 冷敷也分干冷敷和
湿冷敷， 干冷敷可用毛巾包裹冰
袋敷眼， 湿冷敷可用湿毛巾直接
敷在眼睛上， 时间为 10~20 分钟，
每天 3~4 次。

冷敷的适应症主要有以下几
种。 1.外伤导致的肿胀： 眼睛外伤
导致肿胀 24 小时内可用冰敷， 可
以减少出血， 减轻局限肿胀； 24~
48 小时后可以用热敷， 扩张局部
血管， 促进局部水肿的吸收。 2.眼
部整形手术后： 做完眼部整形手
术 （如去眼袋） 后 24 小时内， 可
以用冰袋局部冷敷， 以预防伤口
的继发性出血， 减轻水肿。 3.针
灸后： 如果针刺承泣穴、 上睛明
穴时， 眼眶内大量出血， 应立即
用冰袋冷敷 20 分钟， 24~48 小时
后改热敷， 以促进局部瘀血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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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