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的人在其一生中都有过腰
背痛的经历， 因此， 在大多数人的
眼里， 腰背痛是一件极其普通的
“小事”， 尤其是对中老年人而言，
认为是骨质疏松、 骨质增生、 腰椎
间盘突出所致， 是衰老的表现。 其
实， 腰背疼痛除了上述原因外， 还
可能是其他疾病引起， 不可小视。

一是心血管疾病。 由于支配心
脏和肩颈部感觉的是同一条神经通
道， 故心血管疾病也可引起腰背肩
颈疼痛， 如心绞痛、 心梗、 主动脉
夹层突发性的胸背部撕裂疼痛等。

二是消化道疾病 。 胆囊炎 、
急性胰腺炎等消化道疾病也会引
起腰背痛， 尤其是胰腺癌会出现
腰背部牵涉性、 持续性疼痛， 严
重时可影响睡眠。

三是泌尿系统疾病。 肾结石、
输尿管结石发作时会引起剧烈疼痛，
疼痛常突然发作， 始于腰背部， 沿
输尿管向下腹部、 大腿内侧、 外阴
部放射， 同时伴有排尿困难、 恶心
呕吐、 大汗淋漓等症状。 另外， 部
分肾癌患者也可出现腰背疼痛。

四是妇科疾病。 慢性宫颈炎、

子宫肌瘤压迫到腹腔深部、 宫颈
癌骨转移等都会引起腰背疼痛。

五是血液系统疾病。 多发性
骨髓瘤多见于 50~60 岁的中老年
人， 而骨骼疼痛是其最常见的症
状， 多表现为腰骶、 胸骨、 肋骨
疼痛。 早期症状较轻， 为游走性
或间歇性发作， 后期症状加重。

六是恶性肿瘤。 脊柱的原发
性骨癌或者其他恶性肿瘤的骨转
移， 都会出现腰背痛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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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背痛原因多

������烤馒头可以吸附胃肠道的
水分、 气体、 胃酸、 细菌和毒
素， 这样一来， 胃酸过多的人
吃了烤馒头， 会因为胃酸被吸
附而感到舒服； 腹胀的人会因
为肠道内多余的气体被吸收而
感到轻松； 腹痛、 腹泻的人会
因为肠道内的有害菌被吸附而
减轻症状， 继而获得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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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紊乱、精神萎靡
表现 长假玩乐过度， 甚至

通宵喝酒打牌， 不给身体充分
的休息时间， 打乱了人体正常
生物钟， 造成植物神经功能紊
乱， 睡眠紊乱找上门。

对策
1. 恢复正常的生活规律，

保证睡眠；
2. 睡前不让大脑过于兴

奋， 听听舒缓的音乐；
3. 每晚坚持热水泡脚 5~10

分钟；
4. 可在睡前适当饮用热牛

奶、 豆浆；
5. 上班前好好洗个澡， 扩

张毛细血管， 可有效消除疲劳。

代谢紊乱、消化不良
表现 长假期间胡吃海喝，

身体摄入过多的高脂肪或高热
量食物， 加重胃肠负担， 引起
消化不良， 表现为腹胀、 腹泻
或便秘。

对策
1. 饮食有节。 每天定时定

量， 饥饱适当。
2. 食后摩腹。 食后以手摩腹

数十遍， 以促进胃肠消化功能。
3. 饮水疗法。 坚持每天早

晨空腹饮一杯温开水， 即能充
分起到 “内洗涤” 的作用， 又
能刺激肠道， 促进及时排便。
另外， 适量喝点小苏打水也有
助缓解消化不良。

神经性厌食
表现 假日期间大鱼大肉，

暴饮暴食， 很容易引起神经性厌食。
对策
1. 吃一些健胃消食片或山楂

片。
2. 尽量吃清淡一点的饭菜，

让塞满鱼肉的肠胃也歇歇。
3. 做一些有氧运动， 如快步

走、 慢跑、 体操、 伸展运动等，
让自己的身心都动起来， 胃口也
会慢慢调整到正常状态。

退潮忧郁症
表现 在高度兴奋、 高度热

闹的节假日过后， 又回归到平静
的 、 日常的生活 ， 因而感到孤
单、 抑郁、 无聊。

对策
1. 积极利用各种方式调整心态。
2. 多做一些有利于身心健康

的体育运动。
3. 尽快使心态恢复到节前，

可写一张便签式的备忘录， 将未
尽事宜和上班后要办的事情罗列
其上， 做到心里踏实， 一目了然。

沉溺网络综合征
表现 假期过于沉溺于网络，

导致头重脚轻， 眼睛发干、 涩痛
不适， 看东西发花， 还有重影。

对策
1. 控制上网时间， 上网 1 小

时应让眼睛、 身体休息一下。
2. 多吃些动物肝脏、 瘦肉、

胡萝卜和豆芽等富含维生素 A和蛋
白质的食物， 或用菊花、 枸杞泡茶
饮用， 这些都有益于消除眼疲劳。

旅游后遗症
表现 旅途劳顿消耗了大量

的精力和体力， 使得人体免疫力
降低， 有些人会出现全身燥热、
感冒发烧、 角膜发炎、 牙痛、 口
腔溃疡等症状。

对策
1. 充分休息， 以恢复体力；
2. 多喝水， 多吃水果， 补充

维生素， 提高免疫力；
3. 保证起居有规律， 注意劳

逸结合， 并多吃些 “清火” 的食
物， 如新鲜的瓜果蔬菜等。

上班恐惧症
表现 上班后出现焦虑 、 郁

闷、 烦躁等情绪， 甚至对上班怀
有恐惧的心理。

对策
1. 从生活内容到作息时间都

做出相应的调整， 静心思考上班
后应该做的事情， 使自己的心态
调整到工作状态。

2. 每工作 1个小时进行一次慢
而深的深呼吸， 想象随着吐故纳新，
紧张、 恐惧情绪也离开了身体。

3. 严重者可在医生的指导下
服用适当药物， 以改善情绪。

南京第一医院 余富强

长假过后
说起糖尿病大家都不陌生， 但

很多人不知道， 单纯的糖尿病并不
可怕， 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如果
血糖控制不好 ， 伤害是全身性的 ，
涉及到身体多个系统的多个器官 ，
具体来说， 糖尿病并发症主要有以
下三类。

第一类是微血管病变引起的并
发症， 主要表现为由视网膜病变引
起的视力障碍 、 失明等眼部疾病 ，
以及由于肾小球滤过功能紊乱引发
的肾病， 患者初期表现为间歇蛋白
尿或微量蛋白尿， 随着病程的进展，
直至出现持续蛋白尿、 浮肿、 高血
压、 肾小球滤过率降低等， 进而发
展到肾功能不全甚至尿毒症。

第二类是大血管并发症， 主要
表现为动脉粥样硬化， 包括冠心病、
脑卒中 (俗称 “中风”) 以及下肢血
管病变 (如糖尿病足) 等， 是导致患
者致残、 致死的主要原因 (占糖尿病
死因的 75%)， 特别是急性心绞痛 、
心肌梗塞和中风对生命的威胁最为
严重。

第三类是神经系统并发症， 最
常见的是周围神经病变， 大多数出
现在患糖尿病 2~3 年后， 糖尿病病
程超过 10 年者大多患有此症。 主要
表现为四肢末端， 尤其是下肢末端
出现对称性感觉障碍， 如冷、 热感
觉异常， 以及蚁爬感。

糖尿病的并发症会不知不觉地
侵犯患者的心、 脑、 肾、 眼及神经
等全身性大血管和微血管 。 因此 ，
每年做个血管检查， 看看血管有无
病变， 早期发现并发症的蛛丝马迹，
可以有效延缓病情进展， 提高生活
质量。

长沙市中心医院 龚波 曾菊芳

胃肠不舒服
吃点烤馒头

糖尿病并发症
最可怕

专家教你轻松应对假日综合征
头痛失眠不想上班？

假日综合征是长假过后出现最多的心
理与生理综合疾病， 主要表现为浑身乏
力、 嗜睡、 精力不集中、 厌食、 恐惧、 孤
独、 头晕、 口感舌燥、 烦躁、 腹痛腹泻等
症状。 改善假日综合征要从心理、 生理方
面进行调节， 上班族可以从调整作息、 饮
食、 心理三方面着手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