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预防老年人

消化性溃疡

湖南省儿童医院 岳俊芳

老年人消化性溃疡病情较年轻人严

重，但临床症状往往不典型，易于发生并发

症， 尽管近年消化性溃疡的诊疗取得了进

步， 但老年人消化性溃疡的死亡率反而有

增高的趋势，因而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由于老年人的胃病症状常不典型，单

纯靠临床症状有时很难区分慢性胃炎、溃

疡病、胃癌，所以对老年人除应作定期体检

外，有上腹部不适、嗳气、腹胀、呕吐等非特

异性症状者， 都应做胃肠 X 线钡餐检查及

纤维胃镜检查，以免延误诊治。

目前正是荔枝新鲜上市时， 味道十

分可口、鲜美，受到市民的热捧，但也并

不是人人都适合吃。 其实和人的体质一

样，水果也有其特性，一不留神，有人吃

西瓜会腹泻， 有人吃荔枝却引起口腔溃

疡，因此水果也要正确吃。

内科专家介绍，中医有所谓“四气”。

这是指食物进入体内，会产生“寒、热、

温、冷”的作用，如果不温不热，不寒也不

凉，则归属于“平”性。 因此，每种水果如

果进入了人体，也就有它的“个性”。 中医

更强调均衡、阴阳调和，体质偏热的人要

多吃寒凉性的食物，体质偏寒的人，自然

要多吃温热性的食物， 吃水果的原则也

一样。

荔枝是我国南方特有的佳果， 属性

温燥，阴虚火旺的人最好少吃(一次最好

在 0.25 公斤以内)。患有慢性扁桃体炎和

咽喉炎的人，多吃荔枝会加重虚火；容易

过敏的人群食用鲜荔枝后，会出现头晕、

恶心、腹痛、腹泻、皮疹和瘙痒等过敏症

状；吃太多荔枝，特别是空腹食用荔枝有

可能引起低血糖，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荔

枝病。专家提醒，最好不要连续大量进食

荔枝， 可在吃荔枝前后喝一点盐水或者

凉茶，绿豆水、冬瓜水、生地汤等也有良

好疗效。 对孩子来说，荔枝和芒果、龙眼

等水果一样， 内火重的小朋友最好不要

吃， 而正常儿童也尽量少吃。 对老人而

言，有便秘现象的老人尽可能不要食用。

特别是肝病、肾病、糖尿病、胃肠病患者

更应慎重。

再如夏季最常见的西瓜， 有清热解

暑、利小便、降血压的功效，对高热口渴、

暑热多汗、肾炎尿少、高血压等有一定的

辅助疗效。 西瓜虽好，但是吃西瓜也有讲

究。 专家提醒，西瓜属寒性食物，易伤脾

胃，所以脾胃虚寒、平常有慢性肠炎、胃炎

及十二指肠溃疡等或大便稀溏的人最好

少吃。 正常人也不宜食用过量，否则会损

伤脾胃而引发消化不良或腹泻。

（据《中国中医药报》）

养生保健

炎炎夏日，阳光刺眼，高强度的紫外线

考验着宝宝们娇嫩的皮肤。尤其是他们的眼

睛，比皮肤更怕晒。于是，不少家长也在孩子

的小鼻子上架上了太阳镜。

眼科专家认为，儿童的角膜和晶状体都

比成人清澈， 所以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侵

害，如不注意防晒，可能损伤儿童角膜上皮，

同时对视网膜黄斑造成灼伤，甚至给日后得

上白内障等眼病埋下隐患。所以夏天除了给

孩子的皮肤防晒外， 眼睛同样要保护起来。

要告诉孩子不能直视太阳； 中午 12 点到下

午 2点紫外线最强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出

门时戴宽边帽、遮阳伞，或戴合适的太阳镜，

但并不是所有的儿童都适宜戴太阳镜。

专家表示，外出时给孩子戴一两个小时

太阳镜可以起到保护作用， 但时间不能太

长。 因为孩子的视觉功能还未发育成熟，需

要更多的明亮光线及清晰物象刺激，长时间

戴会影响视觉的正常发育，严重者可能导致

弱视。 所以 6 岁前尽量不要给孩子戴太阳

镜。

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褚仁远提

醒，给孩子购买太阳镜时，要到正规眼镜店，

选择印有防 UV标识的。

（据《生命时报》）

6岁以下别戴太阳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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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夏至节气，烈日炎炎，暑热难耐。营

养专家提醒说，此时节，公众要多吃苦味食

物和酸性食物，这些食物能清泄暑热，增进

食欲。

中医专家表示，一年四季均应适当吃

些苦味的食物，而夏季尤为适宜，尤其是

夏至过后，盛夏来临之际。 苦味食物中含

有氨基酸、维生素、生物碱、微量元素等，

具有抗菌消炎、解热去暑、提神醒脑、消除

疲劳等多种医疗、保健功能。 莲子等苦味

食品中， 均有一定的可可碱和咖啡因，食

用后可醒脑，有舒适轻松的感觉，可使人

们从夏日热烦的心理状态中松弛下来，从

而恢复精力。

苦味蔬菜也是一味药食同源的蔬菜，如

苦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胆碱等多

种成分，具有清凉解毒、消毒排脓、去淤止

痛、防治胃肠炎等功能，对大肠杆菌及白血

病细胞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如芹菜，性味甘

苦，微寒，具有清热利湿、平肝凉血的作用。

经常食用，对咳嗽多痰、牙痛、眼肿者具有较

好的辅助疗效。 此外，芹菜还具有降低胆固

醇和血压的作用。

除以上这几种苦味蔬菜外， 蒲公英、苦

笋、鸡毛菜、仙人掌、野蒜、枸杞苗等苦味蔬

菜也应该多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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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用药一一数

一、头痛使用止痛药

研究表明： 几乎所有的头痛都源于

血管和肌肉，尤其是血管的牵拉。 在情绪

紧张、药物、酒精等因素引起偏头痛时，

由于脑动脉血管收缩，随着每次心跳，动

脉血管受到牵拉便会产生跳痛。 因此治

疗头痛时， 首选药物和最有效药物并不

是止痛药而是作用于血管的药物。

二、流行性感冒使用抗生素

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

种上呼吸道感染，流感病毒有甲、乙、丙

三型，常因变异而产生新的亚型流行。 显

然，抗生素对流感是无用的。 只有并发细

菌感染时，方可考虑使用抗生素。

三、皮炎、瘙痒症用激素

由于肾上腺皮质激素具有抗过敏、

抗炎作用，因而对某些皮肤疾病、瘙痒症

有一定疗效， 但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是无

益的。此药长期使用或经常使用，可能诱

发感染，影响生长发育，甚至导致溃疡或

不愈。 只有湿疹、接触性皮炎、药物性皮

炎、牛皮癣等才选用激素。 患有皮肤病、

瘙痒症的患者不要首先选用激素或激素

制成的外涂药， 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此

类药。

四、丙种球蛋白预防传染病

丙种球蛋白对部分传染病有预防作

用，如：麻疹、甲型肝炎、脊髓灰质炎、风

疹等。 对于上述病人有接触者使用丙种

球蛋白亦有效。 但对乙型肝炎、 流行感

冒、水痘、普通感冒、流行性腮腺炎使用

则无效。

家庭医生

健康讲堂

家具摆放最佳距离

吃出健康

湖南省健康教育协会 周迎春

啤酒女

易患牛皮癣

美国哈佛医学院学者最新研究显示，经

常喝啤酒的女性，要比喝白葡萄酒和汽水的

女性更容易患上牛皮癣。科学家推测啤酒中

含有的淀粉类谷物(如大麦)导致了这种皮

肤病的发作， 淀粉类谷物中含有的麸质，是

诱发牛皮癣的源头。

专家指出，这项针对美国大量护士群体

的跟踪调查发现， 女性如果平均每周喝 2.3

杯以上的酒精饮料，患上牛皮癣的可能性会

增加 72%；而如果她们每周喝五杯或五杯以

上的啤酒，患上牛皮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将

近一倍。

（据《大河健康报》）

选择水果注意分寒热

切菜做饭时腰酸背疼， 睡觉时噩梦连

连， 开灯后光线刺眼……当你遇到这些情

况时，就得注意家具的摆放可能有问题。 家

居装饰中，大到沙发、床，小到花洒、灯具的

摆放，都要讲究标准距离，这样才能让家变

得更舒适、健康。

茶几距离沙发：50厘米。 不论茶几款式

多时尚、新潮，但基本功能不变———随时取

用需要的物品。 茶几与沙发的距离最好在

50 厘米左右，这样不仅取东西方便，而且便

于走动，避免磕碰。 另外，茶几应该比沙发

扶手低一些。

主灯距离地面：2.2 米。 作为家居装饰

中的亮点，灯具的摆放至关重要。 居室的主

灯无论是复杂的水晶灯，还是简单的吊灯，

都应该安装在视线范围偏上的位置， 至少

离地面 2.2 米，光线才不会刺激眼球，让人

产生压抑感。

沙发坐面距离靠背：80—90厘米。 坐在

靠背高度为 80—90厘米的沙发上， 头可以

舒服地仰在上面，而且不容易腰酸脖子疼。

沙发的高度应相当于人的小腿高度。 如果

过高，容易使两脚悬空，人体躯干的重量都

压在腿部，时间久了，腿部和背部肌肉会感

到酸痛。

床与窗户的距离：1 米以上。 床离窗户

太近，让人觉得没有安全感，如果遇到刮风

下雨的坏天气，还会影响睡眠。 另外，北方

的空气干燥、污染物多，床放在窗边也会影

响健康，两者距离 1 米以上为宜，千万不要

把床直接摆在窗户下面。

花洒距离地面：2 米。 花洒与开关不要

安装在一条直线上， 应该相距一个身体的

宽度，以免在洗澡时碰到开关。 花洒距离地

面 2 米，可以保证水流强劲、通畅，又不会

打疼皮肤。

灶台距离地面：70—80 厘米。 太低或

太高的灶台，无形中会增加辛苦程度，让人

腰酸背疼。 一般情况下， 身高在 1.6 米到

1.75 的人， 灶台高 70—80 厘米就可以了。

个子太高的人， 可以按照身高 / 灶台高度

=16/7 的公式来计算合适的高度。

生活提示

中国建筑学会会员 张浦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