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胡典/校对：胡典/组版：陈红 ANSHUN DAILY 健 康 4 2019年3月28日 星期四

日本livedoor新闻网3月25日
报道，“疲劳”和疼痛、发烧一起被称
为“生物的三大警告”，是维持生命的
重要警告信号。不仅仅是睡眠不足，
由各种各样的生活原因而堆积的疲
劳，会引起压力和体力下降，干劲减
退等。下面介绍几种简单的方法，助
你消除慢性疲劳：

第一：注意有规律的睡眠和运动
睡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开始睡眠

对于消除疲劳也很重要。如果你能
够很好的控制22点睡觉和早上6点
起床，那么生物时钟就会得到调整，
具有分泌肾上腺素并调节身体压力
反应功能的肾上腺就会恢复正常。
另外，早上运动比晚上运动更能有效
地调节生物钟。需要补充的是，睡眠
时间的偏差会对血糖值产生不良影
响，引起严重的健康问题。

第二：用蛋白质取代糖类
有时候，吃饭也容易产生疲劳。

食物会直接影响血糖，而血糖在短时
间内急剧上升会让人感到疲劳。另
外，血糖值急剧上升的生活如果长期
持续下去，就会引发肥胖，从而成为2

型糖尿病。研究表明，如果每天早
上、白天、晚上都摄取30g的蛋白质
的话，很容易战胜“对糖的欲望”。

第三：少喝咖啡
咖啡因会降低肾功能，因此喝咖

啡会感到疲劳。Quick and Dirty
Tips还主张:不应该早上起来喝咖
啡，首先应该吃含有蛋白质的早餐。
如果不喝咖啡而喝茶，特别是喝绿
茶，可以比咖啡更缓慢地摄取咖啡
因。而下午3点以后就应该停止摄入
咖啡因。

第四：摄取维生素B
维生素B12能帮助红细胞的生

成，促进神经系统正常运作。肉、鱼、
鸡蛋和乳制品中都含有维生素B12，
不过也可以当作维生素B群的补充
剂。在早餐或午餐时摄取维生素
B12，能够让你在一天中充满活力。

第五：看医生
如果上述建议对消除疲劳没有

作用，那就可能是贫血、慢性疲劳综
合症、糖尿病、低血糖等疾病的征
兆，这是就应该及时前往医院进行
诊断。

经常发困没精神
简单几招教你消除疲劳

心脏负荷加重或肌肉损伤时，其
泵血功能降低，输出血量不能满足器
官及组织需要，同时它们中的血液也
不能顺利回流到心脏，这种状态称为
心力衰竭，简称“心衰”。如果出现以
下一些症状，可能表明心功能受损。

第一，一躺下就气短。患者平卧
几分钟后出现气短，坐起后才可稍微
缓解。此时应考虑患者可能出现了心
衰。这是由于平卧时回心血量增多，
导致气道阻力增加，患者出现气短。
此时应及时到心内科就诊，同时排除
肺源性疾病的可能。

第二，胸口沉重如有大石。就是
平常所说的“胸闷”，若排除情绪因素
及其他脏器如呼吸系统功能改变，此
时应考虑患者可能存在心肌缺血。如
胸闷持续数分 钟不能缓解，甚至出现
胸口剧烈疼痛，则很可能出现了心绞
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简称“心梗”）。
应尽快拨打120，赶往最近医院，有条
件的情况下可先自行含 服硝酸甘油
片或速效救心丸等药。

第三，衣服和鞋子突然变紧。衣
服、鞋子变紧，不少人第一反应可能是
自己胖了，但对心脏疾病患者来说，可
能提示心功能受损。这是由于心排出
量（心室每分钟射出总血量）血下降，
肾脏血流量减少，排出体外水分减少，

出现下肢浮肿、体重增加（尤其3天内
增加超过2公斤），需及时就医。

第四，食欲不振。心脏功能受损
的患者除了有食欲不振的表现，还可
能出现腹胀、恶心呕吐、便秘、上腹痛
等症状，多是由于右心功能衰竭，胃肠
道淤血引起。

第五，头昏头晕。头昏头晕在日
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睡眠差、颈椎病、
高血压等是较常见原因。但伴随血压

明显偏低的头晕头昏，可能是心功能
受损等所致，严重者还可能出现晕厥、
心源性休克等危及生命的情况，此时
应迅速就医。

第六，焦虑不安。正常人焦虑不
安大多与情绪有关，而有人在情绪稳
定时仍觉心悸、心慌、坐立不安，这要
考虑是否存在心脏疾病。心率增快、
心律不齐是心慌焦虑常见原因，多由
心脏功能性或器质性改变导致，应早

期干预，防止症状进一步加重。
第七，咳嗽不止。多数人感冒会

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且咳嗽在白天
黑夜不会有很大差别。但一些人没有
发烧等其他类似感冒症状，唯独咳嗽
不 止，夜间多于晚上，平卧时比坐起
时明显，此时要警惕是否心功能受到
损伤。这可能是肺淤血使气道受到刺
激，可伴随咳白色泡沫痰、痰中带血
丝，急性发作时甚至 可出现粉红色泡
沫样痰。

第八，容易疲劳或终日乏力。很
多心脏病患者起病便是以乏力或易
疲劳开始，多是由于左心功能受损，
心排出量降低，不能满足外周组织灌
注所致。

第九，少尿且下肢浮肿。出现少
尿和下肢浮肿，很多人常认为是肾脏
出了问题。实际上，心脏功能受损会
导致肾脏血流不足或体静脉压力过
高，常出现少尿及下肢浮肿等。肾脏
长期缺血，可致肾功能恶化，出现蛋白
尿，血肌酐上升，并形成心衰加重的恶
性循环。

一旦出现上述“伤心”症状中任何
一种或几种，应及时就医。遵医嘱排
除相关疾病。明确诊断后应严格按照
医嘱用药等治疗，切忌自行更改或停
用药物。

引发心脏病的原因有很多，常见
的有肥胖、吸烟、饮食无度、高血压、
高胆固醇等。除此以外，还有些少为
人知的原因，美国《预防》杂志网站近
日对此做出了评点。

1. 初潮早于12岁。女性青春期
来得越早，未来患心脏病的风险就越
高。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发表在《心脏
病》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与
13岁以后来月经的同龄人相比，12
岁以前来月经的女子晚年患心脏病
的可能性增加了10%。

2. 服用减肥药。美国科罗拉多
大学医院的心脏病专家安伯·肯纳认
为，任何具有刺激作用的药物（包括
大多数减肥药）都会损害心脏。它们
会升高血压和心率，从而对心脏施加
压力。服药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对
心脏造成永久性的损伤。

3. 得了重流感。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的研究者发表在《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上的研究成果显示，得流感
后一年内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会增加
6倍。

4. 孤独寂寞。美国杨百翰大学
的研究者发现，感到孤独和社会隔离
会使人患心脏病的风险增加30%。
心脏病风险较高的人群应减少使用
电子社交工具、多参加户外活动、结
交朋友，有条件时饲养宠物。

5．怀孕。孕妇的血容量会翻
番，加重心脏负担。如果孕妇还患有
妊娠糖尿病、高血压，今后得心脏病
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6. 情绪不佳。心情痛苦会导致
真正的心脏问题，甚至造成“心碎综
合征”。任何令人情绪起伏的事件
（如丧亲、经济困难、经常搬家或离

婚）都有可能带来心脏问题。
7. 长期大量饮酒。适量饮酒（每

天不超过1杯）是安全的，超过这个限
度就会增加心脏风险。

8. 有炎症性疾病。红斑狼疮和
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两种自身免疫性
疾病有两个可怕的共同之处：它们更
有可能影响女性，且会增加患者的心
脏病风险。

9．童年时受过虐待。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童年时期经
历过3次以上创伤性事件（如遭受虐
待或被欺凌）的女性，成年后患心脏
病的风险会上升。

10．接受过多动症的治疗。用
来治疗多动症的最常用药物就是兴
奋剂，这些药物会增加心率和血压，
长期服用可能造成患者的心脏病风
险轻微上升。

年纪大了，声
音会随着喉部声
带肌肉的逐渐萎
缩而减弱，说话不
再像年轻时那样
清亮、柔润，变得
嘶哑、低沉。要想
保护嗓子，保持声
音年轻，不仅不能
过度用嗓子，还需
常做做特殊运动，
如洗澡时在全身
热循环下，做“哼
鸣”练习，像弹钢
琴似的，逐渐把音
调高，哼到哪唱到
哪，可有效锻炼声
带肌肉。

临床上有较
多参加合唱团声
音出现问题的老
人。这类老人凭
着对唱歌的满腔
热情，经常参加合

唱，但用嗓不当造成损伤。主要症状
有声音嘶哑、发音费力、音量减小、咽
部干燥而有异物感、频繁清嗓等。老
人嗓音沙哑，除了衰老引起，主要有
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发音滥用、用声不当或过
度导致声带损伤，诱发嗓音疾病。

第二，感染与炎症。常见的如上
下呼吸道感染、鼻窦炎、扁桃体炎、急
慢性喉炎、支气管炎等。

第三，全身其他情况，如胃食管
反流引起喉部炎症。神经源性疾病，
如帕金森病、各种震颤性疾病、多发
性硬化、重症肌无力等，也会影响发
声功能。此外，精神疾病也可能引起
发音障碍。

第四，器质性喉部病变，如声带
小结、声带息肉、声带任克氏水肿、声
带沟、声带出血、喉乳头状瘤、喉癌
等。专科可通过电子喉镜、纤维喉
镜、肌电图检测、动态24小时双探针
pH监测、喉部影像学检查等，进行综
合评估，进行病因查找和鉴别诊断。

老人出现嗓音疾病，应立即休
息，进行一些嗓音训练及药物治疗。
嗓音训练是治疗嗓音障碍的重要环
节，目的是纠正不正确的发声习惯和
方法。嗓音训练很多，包括口部训
练、气息控制训练、共鸣控制训练、吐
字归音等。正规的嗓音训练，对患有
嗓音障碍的病人是非常有效的。药
物治疗方面，根据病因不同，可给予
相应的抗生素、雾化吸入、漱口、口含
片、质子泵抑制剂等治疗。中医在滋
养肺肾、利喉开音方面也能起辅助治
疗作用，或可配合理疗按摩等。

人的声音同样受情绪影响，保持
好心情很重要。还要保证良好睡眠，
少吃糖及刺激性食物，以免引起口
腔、咽喉黏膜的慢性炎症，影响发音
和共鸣。用声前一定要做声带热身
训练，大多数人声带周围的肌肉群锻
炼很少，也很虚弱，发声练习需循序
渐进，把喉腔、口腔打开，用强气息吹
声带，周围肌肉才会逐步形成力量。

中年，是男人的瓶颈。往上冲，
还是往下滑?在舒适区游走，还是奋
力一搏?中年命题并非只有危机一种
答案，只要好好把握，中年才是人生
转折点，开启人生新征程。

健康危机：油腻在心也在身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从烟不
离手、酒不离口，到枸杞、佛珠、保温
杯也不过短短一二十年，里外透着
油腻。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男科孙
大林：不少中年男性面色黄红，油光
铮亮，略显浮肿。口干、口苦，大便黏
腻，入睡困难。刚过40，性生活大不
如前。湿热型阳痿在临床不少见。
对于整体湿热，大多需从中焦(脾胃)
入手。脾胃是生化之源泉、运化之枢
纽。在医生指导下，可用半夏泻心汤
调理：姜半夏 15g、黄芩 12g、黄连
5g、干姜10g、党参10g、甘草6g、红
枣10g、生薏仁30g、蜈蚣3g。现代
药理研究证实，该汤除了调节胃肠
道，还能降血糖和血脂。

事业转机：练就执行力的素养

很多企业招聘都会把35岁设为
年龄分水岭。在大众认知里，35岁该
是逐渐安分的年纪，在一天天的受捶
中等待中年。

高级企业培训师梁朝晖：执行力
是一种素养，推延是生命的癌细胞。
人到中年的碌碌无为，其实是年轻时
结下的果。很多人抱怨理想与现实

差距太大。殊不知，当你确认理想
时，与现实就是冲突的。若出类拔萃
是理想，而你又特别享受大多数人的
舒适，再期待从杂草中秀出挺拔的身
姿，是绝对没可能的。理想丰满不是
错，关键平日里你不好好长肉。有焦
虑，快用行动去解决。无效地换方
法，有效地持续做，量变催生质变，得
到所要。

成长契机：发掘中年蕴藏的能量

张爱玲在《半生缘》中写，人到中
年的男人，常有一种寂寞之感，觉得
睁开眼来，全是倚靠他的人，而没有
一个人是可以倚靠的。

我们始终存在一个误区，中年
人在体能和智力上没有任何优势。
事实上，中年人最大的优势是他们
正处在人脑认知能力的黄金期。人
类认知能力的发展，就像一个小山
丘，20岁开始上升，40岁左右达到
顶峰，直到老年才开始下滑。中年
人反应速度，确实比不上年轻人，但
认知能力不只反应速度这一个维
度。大脑前额叶皮层负责人的语言、
推理和计划能力，研究发现，相比年
轻人，中年人大脑前额叶皮层活动更
频繁，这也是中年人更适合做团队领
导的原因之一。

中年人谨慎稳重，更能规避风
险。年轻人普遍更喜欢冒险，期望放
手一搏能带来好运。中年人的经验
和认知水平让他们更加冷静，不需冒
然犯险，而是凭自身的能力做出精准

的判断，为自己和团队避免很多不必
要的风险。摘自[英]大卫·班布里基
《中年的意义》。

婚姻生机：别把爱当理所当然

我们总会把别人对我们的爱，当
做理所当然。其实，我谁对谁好，本
就不是义务性的存在，而老夫老妻最
是如此。

“我做了父亲，做了人家的先生，
并不代表说我就很自然地可以得到
他们的尊敬。你每天还是要去赚他
们的尊敬，你要达到某一个标准，这
是让我不懈怠的一个原因。”李安认
为，无论丈夫还是父亲，这些身份是
有门槛的。不是因为你结了婚，你贡
献了精子，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丈夫和
父亲。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
在《雄性的衰落》(《Man (Dis)con-
nected》)里写到，亲密关系失败最
大的原因是男性很容易产生“应得
感”，觉得仅因为自己是男性，就应
获得家人尊重与爱。在原生家庭
里，他对父母如此，结婚后，又把这
种“不劳而获”投射到了伴侣身
上。无论事业多么成功，在情感关
系中没有丝毫的反思与成长，他人
的爱与付出，在他们看来，全是应
该。罗兰·米勒在《亲密关系》一书
里说，亲密关系远没有人们想象的
那么难。它只需要 3 个秘诀：1.欣
赏你的伴侣;2.表达你的感激;3.重
复上述两步。

运动消耗大，训练后加餐十分必
要，一是可消除身体疲劳感，二是有
助于肌肉修复。适当加餐，能让肌肉
迅速获得养分，及时修复损伤。建议
加餐时间在运动结束30分钟到1小
时内。

训练前决定。 美国内布拉斯加
大学林肯分校做过一项研究：让256
位平均年龄22岁的男女运动1小时
左右，运动前74%的人想吃苹果，运
动后还想吃的只有55%；想吃巧克力
蛋糕的人的比例，运动前是14%，运
动后增加了20%；不想吃零食的人，
运动前为12%，运动后增加了25%。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人运动后通常较
饿，二是补偿心理作怪，觉得运动太
辛苦，更想吃些高脂高糖却味道诱人
的“垃圾食品”。因此，运动后吃什
么，最好在运动前决定，并且坚持不
要改变。

到底该吃啥？运动后的加餐要

营养均衡，水分、矿物质、维生素、碳
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等都要包含。碳
水化合物以谷物、薯类为主；蛋白质
以牛奶、鸡蛋、鸡胸肉、瘦牛肉、鱼虾
类为主；维生素以蔬菜、水果为主；微
量元素存在于很多食物中，无需特地
选择；水分补充要少量多次。

哪些不能吃？红萝卜、芹菜、辣
椒和西兰花等蔬菜不足以补充能量，
不建议单吃，最好添加酸奶、果仁一
起食用。高脂肪快餐不要吃，薯条、
汉堡等可以迅速填饱肚子，但会让之
前的锻炼效果付诸东流。甜食点心
不要吃，它们营养不高，却有太多脂
肪和热量。虽然运动后需要碳水化
合物补充肌肉“燃料”，但加花生酱或
水果酱的全麦面包更合适。汽水和
果汁不要喝，运动后不宜饮用甜饮
料，会降低新陈代谢，阻碍减肥。口
渴时最好喝水，还可吃根香蕉补充钾
元素。

运动后不要吃甜食快餐
蔬菜只能当配料，最好添加酸奶和果仁

腰酸背痛、肩颈不适，一贴膏药
缓解疼痛，成本也低，成为很多人的
必备药品。但不少人贴完膏药后，会
出现过敏疼痛等症状，这是怎么回事
呢?贴膏药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换膏药别马上贴第二张

膏药虽然用起来方便，但换膏药
时不要马上贴第二张。使用膏药应
在8～12小时后就揭下，让皮肤透透
气，以免产生皮疹。在贴膏药之前最
好用清水清理擦拭皮肤表面，避免细
菌的滋生。

膏药有四类禁忌人群

一是过敏体质者。北京友谊医
院中医科 段佳易 李杨帆介绍，制作
膏药的药材中可能有生姜、肉桂、白
芥子、麻黄等挥发性成分，易穿透皮
肤以达疗效，但它们同样易引起皮肤

过敏。对于过敏体质者容易出现皮
疹、皮肤红肿、瘙痒等情况。

二是骨折患者。摔倒、碰撞后关
节疼痛的患者需提防骨折可能，盲目
选择膏药贴敷有可能耽误、加重病
情，造成关节畸形。

三是孕妇及经期女性。凡是含
有麝香、乳香、红花、没药、桃仁等活
血化瘀成分的膏药，孕妇均应禁用。

特别是孕妇的脐部、腹部、腰骶
部都不宜膏药，以免局部透皮刺激引
起流产。女性患者在月经来潮期间
也不建议使用膏药。

四是痛风患者。很多人关节疼
痛，都会自己到药店买一贴膏药贴
到疼痛部位，但是如果关节疼痛是
痛风导致的，贴膏药不但不会减轻
痛苦反而还会适得其反，膏药对皮
肤产生刺激，会加重局部充血，加重
疼痛。

膏药不是想贴就贴！
四类人不能用

心脏不好的九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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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不是只有危机，把握好了就是人生转折

十种特殊情况伤心脏十种特殊情况伤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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