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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坐把自己送进了 ICU
康健

把自己
“坐”进了 ICU
最近，深圳市人民医院公号报
道了深圳市人民医院 ICU 医生接诊
的一个患者：一个 43 岁的病人，开
长途车后出现呼吸困难、意识丧失
的症状，做了 CTPA 肺动脉造影，双
侧肺动脉主干及分支多发栓塞，右
肺中下叶及左下叶肺动脉几近闭
塞，诊断是肺栓塞。经过抢救，抗感
染 、补 液 、护 肾 、抑 酸 、抗 血 小 板 、
ECMO（相当于体外的心肺，用仪器
来代替人体心肺功能）、溶栓治疗等
一系列抢救措施，病人转危为安。
这位患者在经历开长途车出现了这
样的状况，而开长途车避免不了要
一直久坐。
久坐，也会肺栓塞？
是的！导致肺栓塞的元凶之一，就是我
们每天都会做的一件事——久坐！堵塞我
们肺部血管的栓子来自哪里呢？
一篇关于《肺动脉栓塞猝死的法医病理
学检验》中提到，血栓栓子约 90%以上来自
下肢深部静脉。
长期久坐可造成腿部静脉内的血液淤
积、凝固而形成血栓；血栓堵塞静脉可引起
下肢肿胀等症状，但有时肿胀不太明显，不

少：

被人注意，因为静脉可能有多条，引流还可
以。静脉内的血栓会因为活动挤压、血流冲
刷等因素而脱落，而脱落下来的血栓随着血
流会被带到肺动脉，
从而引起肺栓塞。
上面故事中的这位病人，转诊时医生电
话里提到他刚开了长途车。长途车需要一
直久坐，有时候上厕所不方便，水分补充上
也并不及时。再如果本身有血脂高、静脉曲
张等情况，
就更增加了形成血栓的可能性。
生活中久坐后出现肺栓塞的例子并不

2525分钟桑拿
分钟桑拿 相当于骑行
王海洋

不仅国人爱洗桑拿，
芬兰
人也对桑拿有一种独特的
“执
念”
。近日，
美国《预防》杂志网
站总结了洗桑拿的6个益处。
1. 相 当 于 有 氧 锻 炼 。
德国马丁路德大学的研究
者发现，
蒸 25 分钟的桑拿浴
与中等强度运动一样累。
人们的心率和血压在蒸桑
拿期间上升，与在中等强度
下骑自行车效果相似。桑
拿的热气对心脏施加了压
力，
等同于有氧锻炼。
2. 对 心 理 健 康 有 益 。
东芬兰大学的研究者发现，
洗桑拿浴可以改善心脏自
主神经系统的平衡，导致迷
走神经张力增加，交感神经
张力下降，这意味着身心能
得到放松。此外，研究也证
明，洗桑拿浴的次数多，将
来患精神病的风险低。
3. 有 助 于 控 制 血 压 。
东芬兰大学研究者发现，与
每周只洗 1 次桑拿的同龄人
相比，每周洗 4~7 次的男性
患高血压的风险要低 50%。
这是因为，洗桑拿时身体温
度上升，血管扩张，能改善
血管功能；洗桑拿出汗会失
去部分体液，对降低血压起
一定的作用；洗桑拿后的身
心放松感也能降低血压。
4. 增 强 免 疫 系 统 功
能。波兰克拉科夫体育学
院研究者发现，洗 15 分钟
的桑拿就能增加白细胞、淋
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嗜碱
性粒细胞的数量，是免疫系
统功能得到增强的表现。
5.改善心脏功能。东
芬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对芬
兰男性进行了长达 20 年的
随访后发现，洗桑拿的次数
越多、时间越长，死于心血
管疾病的可能性就越小。
6.降低卒中风险。东
芬兰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与
每周只洗 1 次桑拿浴的同
龄人相比，每周洗 4~7 次的
男女参与者卒中的可能性
要低 61%。即使控制了卒
中的风险因素（如糖尿病、
体 重 指 数 、饮 酒 和 体 力 活
动），
这种相关性仍然存在。

专家建议

因此，常有医生在采访中提醒，
长途旅行超过 6 小时有发生静脉血
栓栓塞的风险，应该定期活动肢体，
定期站立和走动。
如何避免下肢产生血栓？
1.每坐 1 个小时动一下
一般建议坐 1 个小时就要起来
活动一下，这是防静脉血栓形成的
很好的方法！或者也可以偶尔抖一
抖腿，促进血液循环。
2.保证每天 1500ml 以上饮水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
议，每天的饮水量在 1500-1700 毫
升。降低血液黏度，减少肺栓塞发
生。
3.做做脚丫操
平时在家可以多做做脚丫操，对预防静
脉血栓有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对于久坐一族
来说。
① 脚趾抓毛巾，
反复多次
② 脚趾收紧再放开，
反复多次
③ 双脚上下交替活动，
反复多次
④ 双脚交替旋
转活动，
反复多次
健康话题

可导致继发性泌尿系结石。
3.得了尿石症怎么办？如果
结石不是太大，可以定期观察，通
过多喝水、多运动，让石头自动排
出；当石头长大到一定程度时则需
要手术干预。最简单的是体外冲
击波碎石，还有一些微创手段，如
在腰部打一个小小的“通道”，把石
头粉碎后再冲出来，也可通过尿道
逆行上去。尽管有这么多处理手
段，但想把石头全取出来是很困难
的。对于顽固性复发性结石，还要
继续寻找原因，如是否患有甲状旁
腺机能亢进、胱氨酸尿，皮质醇症、
慢性消化道疾病等，若有则需积极
防治。
4. 尿 石 症 患 者 的 饮 食 指 导 。
对于尿石症患者，通用的方法是多
喝水（白开水）。那么，喝水应该怎么喝？喝多少
合适？心、肝、肾、肺等器官功能良好的成年男性
患者每天应确保饮水量 2500~3000 毫升；女性和
心肺肾功能正常的老年人每天饮水量为 2000~
2500 毫升，小儿酌减；夏季或活动后适当增加饮
水量，保持每日尿量在 2000 毫升以上，尿液肉眼
无色或呈淡黄色；餐后 2~3 小时饮水，一般一次饮
300~500 毫升。同时结石成分的排泄多在夜间和
清晨出现峰值，因此，除白天饮水外，睡前、睡眠中
起床排尿后也需饮水。
此外，针对不同结石成分，
饮食也有所区别：
（1）草酸钙结石患者应限制草酸摄入，如巧克
力、浓茶、腌制品、竹笋、咸菜、番茄、菠菜、草莓
等。多吃富含枸椽酸盐（抑制尿石症形成）的食
物，如柑橘、葡萄、柚子、牛奶、玉米、全谷、小麦等；
限制钠（每天低于 10 克）、维生素 C 摄入，改变高
蛋白、高脂饮食方式；少饮含糖及酒精饮料；多吃
奶制品及蔬菜；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高钙
食品摄入要适量；
晚餐宜早吃。
（2）尿酸结石患者应限制高嘌呤饮食。避免
多食嘌呤丰富的食物，如家禽肉类、甲壳动物、动
物内脏、海鲜，以及菜花、扁豆、红茶、咖啡、可可、
酒类等，限食肉、鱼类，每日不超过 100 克为宜。
必要时，还应药物控制尿液 ph 值，保证尿液 ph 值
在 6.5~6.8，
偏碱性为好。

吃太好也会招来尿石症
孙祥宙

尿石症是常见的泌尿外科疾病之一，多见于
25~40 岁，其中女性在 50~65 岁会出现第二个发病
高峰，男女发病比例为 3∶1。然而部分患者健康意
识差、医疗知识缺乏，加上不良饮食习惯，给身心
和工作带来较大的影响。
1.尿石症是什么？尿石症又称泌尿系结石、
尿路结石，是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和尿
道结石的总称，主要由于机体内胶体和晶体代谢
平衡失调所致，同时与感染、营养代谢紊乱、泌尿
系统异物以及地理气候、饮食习惯等因素有关。
典型的临床表现为：腰腹绞痛、血尿，或伴有尿频、
尿急、尿痛等泌尿系统梗阻和感染症状。结石最
多见的成分是草酸钙、硫酸钙，约占 70%~80%，其
次是尿酸结石，然后是感染性结石，如磷酸钙和磷
酸镁铵结石。此外，还有一种结石与钙质有关，同
时也是最少见的，
与饮食习惯有关。
2.尿石症最爱“招惹”哪些人？1.办公室白领
久坐一族、海员及外科医师等；2.多食高钙、嘌呤
食物，缺少饮水的人；3.营养过剩或不足的人。其
中营养过剩容易导致上尿路结石，营养不足容易
导致下尿路结石；4.由于家族饮食习惯和生活环
境相似，泌尿系结石也出现了家族多发的倾向。
此外，患有甲状旁腺功能亢
医生的话 进、痛风，以及泌尿系统的
梗阻、感染、异物等疾病，也

肺炎未必咳得重
朱广平

陈女士前段时间受风寒感冒，由于起初症状
较轻，也没咳嗽，她没放在心上，结果一周后突发
高烧，到医院一查竟然患了肺炎。这让她很不
解，自己没怎么咳嗽咋会得肺炎？专家说咳嗽的
严重程度与肺炎并无必然联系。
咳嗽是一种呼吸道常见症状，
多是由气管、
支
气管黏膜或胸膜受炎症、
异物、
物理或化学性刺激
引起的。咳嗽的形成和反复发病，
常是许多复杂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可能是感冒，
也可能是积食、
过
敏或者支气管炎和肺炎等。
肺炎和其他病因引起
健康常识 的咳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区别：从症状上来看，感冒咳嗽表现为流鼻涕、嗓
子疼、扁桃体肿大、发烧；社区获得性肺炎除了咳
嗽，最典型、常见的是咳铁锈色的痰，其他肺炎也
有着各自不同颜色的痰；此外，感冒咳嗽一般体
温不超过 38.5 度，没有呼吸急促，而肺炎一般都
是 38.5 度以上，甚至达到 40 度，且患者常伴有呼
吸急促。从化验结果上看，感冒咳嗽血常规检测
血象不高，大部分都是病毒感染，但肺炎血常规
检查显示白细胞会偏高；感冒引起咳嗽的患者在
做 CT 或 X 光检查基本上都显示肺纹理清晰，但
肺炎患者会有阴影，这也是临床医生对肺炎的重
要判断之一。

常翻旧书 退休有乐趣
方力群

老人的家中往往有很多旧书，这些不仅是
过去生活的印迹，也是宝贵的家庭精神财富。
退休后，老人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妨多
翻翻家中旧书，
“温故而知新”的同时，还能起到
锻炼大脑的作用。
翻旧书时会调取大脑中原有的存储，让老
人不自觉地进行比较和拓展，这是对大脑的一
种训练。学习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常翻旧
书可在原有基础上向更高层次拓展，知识在大
脑中呈网络形态存储，并不断朝纵深伸展。
翻旧书还能加深对生活的感悟。读新书是
博览，翻旧书就是熟读温习。博览是广取，熟读
才是精收。常翻旧书，形成熟读的习惯，老人才
能将知识转化成自己的精神产品。比如，熟读
《红楼梦》，会从“满纸荒唐言”中，掬一把辛酸
泪；熟读《三国演义》，
“桃园三结义”令人感受同
生死、共患难友情的真挚；熟读《水浒传》，老人
能体悟侠肝义胆、义薄云天的浩气……在家一
隅，
却可
“纵情四海”，这也是一种退休之乐。
提醒老年朋友，如果从旧书摊淘书，回来后
不要直接放进书架，最好把柔软、干净的毛巾放
进滴有消毒液的水中浸泡，拧干后轻轻擦拭书
脊和前后书皮。也可先用软硬适中的小板刷轻
轻拭去书头上的尘土，再用柔软毛巾擦书口和
书根。老人还要记得定期晒旧书。春秋季节选
择风和日丽之日，将书放在阳光下晒 2 小时即
可。如果是夏天，晒 30 分钟足够。冬季晒 2~3
小时。书柜最好选择封闭性较严密的木制带玻
璃 门 的 款 式 ，以 防 灰 尘
颐养天年 侵入。书房应注意经常
通风。

逛公园，
逛公园
，幸福感持续
幸福感持续44 小时
李昕苒

公园里的绿植有助降尘抑噪、改善生态，
在这种环境里散步既能强身健体，又可改善心
情。英国生态学会《人与自然》杂志刊登的一
项最新研究发现，逛公园对心理的益处可持续
4 小时之久。
美国佛蒙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对到访旧金
山 160 个公园的 4600 多人展开研究，对比分析
了他们逛公园前后在社交媒体上所使用词语
的积极性，结果发现，人们的负面情绪不仅减
少了，其带来的幸福、快乐甚至与庆祝圣诞节
时相当，并且在离开公园后的 4 小时内，仍不太
可能表现出负面情绪。该研究领导者、佛蒙特
大学研究生亚伦·舒瓦茨说：
“ 研究还发现，逛
绿植覆盖率更高的大型公园，改善情绪的效果
更强；在较小的公园中，情绪改善程度较小；在
充满水泥、柏油路的城市广场上，改善作用微
乎其微。”
另外，英国华威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和谢
菲尔德大学对超过 2.5 万人的研究发现，住宅
附近绿植多的人，收入、就业和整体健康水平
更好。只要在住宅方圆 300 米内增加 15 亩绿
生活满意度就能提
医学发现 植，
高 8%，幸福感增加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