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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地址：局前街185号 电话：0519-68870000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城中院区 地址：兴隆巷29号 电话：0519-88104931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 地址：滆湖中路68号 电话：0519-81099988

常州市中医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25号 电话：0519-88124955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兰陵北路300号 电话：0519—82009999

常州市肿瘤医院 地址：怀德北路1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新北院区 地址：红河路68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博爱路16号 电话：0519-88108181

常州市儿童医院 地址：延陵中路468号 电话：0519-69808000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地址：延陵东路288号 电话：0519-69800506

解放军第102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55号 电话：0519-83064102

常州市德安医院 地址：丽华北路157号 电话：0519-68016199

武进人民医院 本部：永宁北路2号 电话：0519-85579150
南院：武进区滆湖东路85号 电话：13915837120
高新区院区：武进区武宜南路509号 电话：13861188120

武进中医医院 地址：湖塘人民西路6号 电话：0519-86582737

常州市疾控中心 地址：泰山路203号 电话：12320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地址：健身路28号 电话：0519-86608357

常州北极星口腔连锁 钟楼院区、武进院区、新北院区 电话：0519-81899999

常州市口腔医院（市中医医院钟楼院区） 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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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的高温天气，让我想起了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患者，一位青海来
常务工的小伙子。

我工作第二年，刚轮转到普内科，
有一天，科室里接诊了一个来自青海
的小伙子。

他从遥远的青海来常务工，在某
工地上做着苦力。可能是为了赶工
期，或许是为了多挣钱，小伙子在连续
工作了十多个小时后，突然感到全身
乏力，很快就发现自己双下肢无法行
走，等工友把他送到医院时，他呼吸很
费力了。

“氧气吸入、抽血，开通静脉输液
通道。”主任在简单问诊后，就把诊断
思维往“低钾血症”方向发展，而我还
在用排除法逐一排除内科系统的疾
病。经过血液生化检查后，果然是低
血钾血症。经过补充血钾后，小伙子
病情逐渐缓解，他眼神里的恐惧渐渐
演变成了忧郁，主任看他的眼神也从
睿智演变成了疑虑。直到有一天，护
士长拿着小伙子住院期间的账单找到
主任，我才知道小伙子从住院到现在
没有交一分钱，而他的工友也有好些
日子不见了，我和同事看他的眼神也
开始变了，一般像这样的情况，很多患
者会选择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溜
走，要知道那时候医院里是没有所谓

的电子监控的。我们一直以为小伙子
恢复以后也会悄悄地溜走，毕竟对于
他来说医药费不便宜。

主任很婉转地告诉小伙子可以出
院休养了，请他把账单结清，护士长一
有机会就跑到他床边，告诉他以后出现
类似情况要怎么处理等等，他很认真地
听着，绝口不提缴费的事，只是眼神里
有了一丝决绝，我们私底下讨论，决定
对他采取内紧外松的政策，只要他决定
离开病房我们也不会去阻拦他。

正当我们认为他会在夜幕降临或
者黎明前最后一丝黑暗中离开医院的
时候，他却将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走
进了主任办公室。随后主任拿着一张
欠条交给护士长，让我们帮他办理出
院手续。

小伙子离开医院了，走的时候一
个劲感谢我们的救命之恩，我偷偷地
看了一眼被护士长锁在贵重药品柜里
的欠条，上面除了名字，欠款以外，没
有任何具体的信息，连地址、身份证号
码也没有。

“会来还吗？”这是我们所有人心
里共同的疑问，主任摆摆手，不允许我
们继续讨论下去。

慢慢，我们忘了这件事。一年多
后，我们像往常一样穿梭在病区里，突
然有个男子手捧着一束鲜花来到护士
站，开口询问主任在哪，就是那个青海
的小伙子！他好转出院后，因为有过
这个病史，原来的工地老板居然不聘
请他了，甚至连工资也没有结给他，他
辗转多地，最后回了青海，跟着当地专
门挖虫草的人学会了挖虫草，挣到第
一笔钱后，就匆匆忙忙赶到常州，就为
了当年的欠条。

“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可以
做忘恩负义的人。”

有恩必报，欠钱必还，他跨越了2
千多公里，用了1年半时间，得到了我
们的尊重，同时也感动了我……（本文
作者为市四院宣传科副科长）

【行医路上43】

来自青海的患者，教会我以诚待人
□ 杜蘅

投稿邮箱：guojz1980@126.com

中老年便秘很危险，很多老人由于
用力排便而晕倒，甚至猝死。而长期便
秘还会影响吸收功能，对老年人的健康
和寿命都是最大威胁。但很多患者长期
便秘，吃什么药都不好，这是为什么呢？
中医有“久秘成毒”这一说法。长期便秘
粪便中的毒素在肠道内被反复吸收，引
起肠道中毒，使肠功能衰退导致便秘久
治不愈。而一些患者服用传统的泻药，
是药三分毒，泻药刺激肠道，损伤肠道，
加重便秘。这也就是为什么老便秘换了
好多药，最终还是解决不了便秘。每天
吃饭，每天都产生粪便，便秘不像其他毛
病一样，不能靠吃药来治疗。只有在每
天的食物中增加粗粮，从根本上软化和
湿润粪便，净化肠道内环境，实现每天排
便，让便秘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证尝通”——黑豆山楂压片纯粮

食制剂，主要原料是：发酵绿心黑豆粉、
山楂、马齿苋、芹菜叶等纯粗粮。它根
据中医记载的一个古方，由十多名医学
专家，潜心研究数十年精制而成。因为
它原材料为纯食品，排便过程远比药物
排便过程舒服，不腹痛，不拉稀。“证尝
通”三大特点：一；让便秘逐步减轻，逐
步消失。第二；随晚餐一同吃下去，第
二天早上确保轻松爽快地排便。第三；
便秘越严重，效果越好。老便秘不妨试
试，尽快解除便秘困扰。

现在，常州地区龙御膳食专营店
（市区路桥市场B座605A室）；明仁堂
大药房；江南大药房；湖塘南方大药
房；溧阳和济药房有售。咨询电话：
0519-83991315（市区免费送货）。

温馨提示：4盒一周期，现全国正
举行买3送1的优惠活动

吃粗粮！老便秘一去不复返

美国一对双胞胎兄弟出生后，一名医护人员试图将其中一人从另一
人身边移开时，便听到两个男婴的哭声。然而，当婴儿们被送回原地，让
他们进行皮肤接触时，他们立即停止了哭泣。如今，双胞胎兄弟已经11周
大了，他们的爸爸接受采访时谈到：“我的妻子丽莎没能看到，甚至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当我给她看的时候，她很感情用事，很感激我抓住了那一
刻。我们看的时候还是会哭的。”

他们的爸爸在社交网站上写道：“两个姐姐科琳和阿米莉亚总是对双胞
胎弟弟爱不释手，妻子和我也被他们之间的友爱迷住了，我爱我的家人。”他
还表示，他希望双胞胎间亲密关系能帮助父母减轻负担，希望这种心心相惜
的关系将会持续一生。在谈及这个问题时，他说：“当发现我们怀了双胞胎
时，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他们成大后能成为好朋友，互相支持。他们在出
生后的瞬间互相安慰就像是他们相互扶持的人生第一步。” 据环球网

现在，健身运动非常“热门”，很多
人也乐于参与，既提高了身体素质，也
对心理健康有益。不过，很多人还是
对健身存在错误的观念，导致了错误
的健身方式，最终反而损害身体健康。

错误观念1：

运动前要先拉伸、再热身

点评：运动前的准备活动对预防
受伤非常重要。正确的准备活动方式
是：先进行中低强度的慢跑、蹬自行车
或游泳等运动来热身，然后再进行动
态拉伸。

错误观念2：
运动锻炼没感觉到痛就没效果

点评：在运动过程中有疼痛感，应
立即停止所有的训练动作，因为疼痛
是受伤的警报。此时应停下来休息，
必要时应去看医生。当然，运动后可
承受的肌肉延迟性酸痛是正常的生理
反应。

错误观念3：
用跑步机或椭圆机比在地上跑安全

点评：在跑步机上和椭圆机（一种
跑步器械）上运动不一定比户外跑步
安全，因为不同的环境对正确动作的
要求是不一样的，是否安全与跑步动

作是否正确、体能状况和运动持续时
间紧密相关。

错误观念4：
仰卧起坐可以减去肚子上的“肥肉”

点评：人体每消耗3500千卡的热
量可减重0.45千克，光做仰卧起坐不
能达到局部减肥的目的，仅可以起到
锻炼腹部肌肉的作用。“减肚子”还是
需要进行长时间有氧运动或高强度间
歇运动等高耗能运动才能实现。

错误观念5：
女性做负重抗阻训练会变成“肌

肉型”体形

点评：合理的负重抗阻训练会保
持或提高身体的肌肉质量。女性体内
的激素水平与男性不同，很难练成肌
肉健硕的体形。

错误观念6：
运动时流的汗水与锻炼效果成正比

点评：流汗多少与运动强度、运动
持续时间和人体基础代谢能力有关，

不要误以为锻炼后体重猛减就是取得
了运动效果。其实，锻炼后体重减轻
是告诉你要及时补水。还要切记，运
动前、中、后均应少量多次补水，这对
保持良好的运动状态有很大帮助。

错误观念7：
老人上了年纪不适合运动

点评：年龄越大越需要运动。研
究证明，运动可以预防高血压、糖尿
病、关节炎和肌肉萎缩等多种疾病。
当然，老年人最好在专业人员的指导
下，进行中低强度的有氧、力量、平衡
和柔韧性锻炼。

错误观念8：
运动越多越好

点评：运动一定要遵循循序渐
进的原则，运动过度反而不利于身
体健康。

要根据自己的运动水平、每周的
训练频率和运动能力来合理安排每次
运动的时间和强度。

据大众医学

8个错误健身观念必须纠正

美新生双胞胎兄弟一分开便嚎啕大哭

心力衰竭又称心衰，特征是心脏
长期无法泵送足够的血液，给身体带
来所需的氧气。最新发表在《循环》医
学杂志上的一项针对11000多名成年
人的研究发现，人到中年开始运动，短
短6年时间就可以降低三分之一的老
年时心力衰竭风险。该研究还发现，
中年时不锻炼与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

增加有关。
与其他心脏病危险因素如高血压

或高胆固醇不同，没有特别有效的药物
来预防心力衰竭，因此需要确定和验证
有效的预防策略。先前的研究表明，运
动强度越大的人患心力衰竭的风险就
越低，但人们对运动强度随时间变化对
心力衰竭风险的影响知之甚少。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监测了参
与者19年来的心血管疾病事件中心脏
病发作、中风和心力衰竭的状况，并且
参与者每六年还填写一份关于其运动
情况的说明。专家推荐的运动量为每
周至少75分钟的剧烈运动或每周至少
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在研究过
程中，有1693人住院，57人死于心力

衰竭。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医学院的Chiadi Ndumele博
士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年时
坚持参加每周150分钟的中等强度到高
强度的活动，如快步行走或骑自行车，可
能足以降低31%的心力衰竭风险。”

据搜狐健康

人到中年得多锻炼
适度运动可以降低心衰风险

有 要说画画

日本一项研究显示，长时间坐在
车内等狭小空间内保持不动，可能会
导致静脉血栓，继而引发急性心脑血
管疾病。研究人员呼吁相关部门，加
强对公众普及这一健康风险警示。

2016年4月熊本大地震后，当地
一直有断续余震。许多从家中疏散的
人只能待在避难所或在车内过夜。熊
本地震血栓和栓塞保护项目的调查人
员发现，被迫从家里撤离的当地居民
很多人出现腿部血栓，还有一部分人
出现了肺栓塞。

该项目调查人员在对当地21家医
疗机构发放的调查问卷中发现，在51
名因血栓和栓塞入院的病人中，35人出
现了肺栓塞，有42人即82.4%的人在出
现血栓和栓塞症状前在车内过夜。

领衔此调查的熊本大学医学科学
研究生院心血管药物系教授小泽甫木
元在《加拿大心脏病学期刊》上表示，
应提高医护人员对血栓和栓塞的预防
意识，并对公众进行相关教育，例如在

避难所等场所进行提示，将大大降低
人们罹患这种疾病的风险。

该杂志主编、加拿大蒙特利尔心
脏研究所斯坦利·那特尔教授认为，这
项调查提供了长时间在狭小空间内保
持不动引发健康风险的极端例子，因
此需要提醒人们在坐飞机或者不得不
长时间待在车内等空间时，记得定期
起身活动以避免出现血栓和栓塞。

据新华社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名为
“取代”的行动指导方案，计划在2023
年之前彻底清除全球食品供应链中
使用的人造反式脂肪。为何要对人
造反式脂肪大动干戈？记者采访了
营养学专家。

反式脂肪易诱发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

反式脂肪又名反式脂肪酸，在牛
羊肉、牛奶及其制品中存在少量的天
然反式脂肪。而人造反式脂肪的主要
来源是部分氢化处理的植物油。这种
油具有耐高温、不易变质、存放久等优
点，在炸鸡、薯条、爆米花、饼干、蛋糕
等食品中使用比较普遍。

反式脂肪有明显的优点，但缺点
更突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副研究员徐维盛介绍，大量
实验和观察性证据表明，反式脂肪酸
的健康危害包括诱发心血管疾病、Ⅱ
型糖尿病、影响婴儿发育等。世卫组
织估计，反式脂肪的摄入每年在全球
范围内导致超过50万人死于心血管
疾病。近年来有一些医学研究发现，
反式脂肪对精神健康也有影响，常吃
含有反式脂肪食物的人更具攻击性。

我国居民摄入量总体低于
西方国家

我国居民的反式脂肪摄入量如
何？中国营养学会副秘书长王竹说：

“中国居民不以面包、黄油为主食，饮食
结构和欧美等国居民有很大差别，反式
脂肪的摄入量总体低于西方国家。”

据统计，我国居民通过膳食摄入的

反式脂肪酸所提供的能量仅占膳食总
能量的0.16%，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
议的1%限值，但有0.4%的城市居民摄
入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值。

徐维盛介绍，我国2013年强制实
施的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
通则》中规定“营养成分表中应标示出
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目前，我国仅
对婴幼儿食品中的反式脂肪酸有所限
量，对婴幼儿以外的相关食品中的反
式脂肪酸含量并未有限量标准。

反式脂肪酸有别名，消费时
多留意

如何避免过量摄入反式脂肪？徐
维盛介绍，天然反式脂肪酸主要来自
于反刍动物，如牛、羊的脂肪组织和相
关乳制品中，但不用因此而不吃牛羊

制品，不喝牛羊奶。因为天然反式脂
肪的含量非常低，普通饮食条件下，不
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

消费者在购买食品的过程中需要
警惕人造反式脂肪。反式脂肪酸有一
系列“别名”，如氢化植物油、氢化油、
人造奶油、人造脂肪、起酥油、植脂末、
奶 精 等 。 进 口 食 品 配 方 中 如 有

“Shortening”字样，也是反式脂肪酸
的象征。

徐维盛建议，消费者尽量减少使
用焙烤和油炸食品，如油饼、油条、炸
鸡、炸土豆条、奶油蛋糕、蛋黄派、泡
芙、薄脆饼干、油酥饼、方便面、巧克
力、沙拉酱、炸鲜奶、南瓜饼、咖啡伴
侣、冰激凌等食品中都可能含有较高
的反式脂肪酸。

据人民日报

世卫组织发布“取代”

将反式脂肪请出食品供应链

久坐不动可能导致静脉血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