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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研究表明，每天

洗手6次到10次可使感染

冠状病毒的风险降低三分

之一。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

网站报道，伦敦大学学院

的研究人员对1633名成年

人进行了跟踪研究。参与

者报告了他们的日常洗手

习惯，科学家则通过鼻腔

采样拭子，确定这些人感

染冠状病毒引发感冒的情

况。

研究发现，与洗手次

数较少的人相比，每天适

度洗手 6 次至 10 次，可将

患病风险降低36%。

而洗手频率超过 10

次并不会将风险降得更

低，专家说，这些研究结

果表明，洗手可预防包括

新型冠状病毒在内的病

毒。

这项发表在英国《韦

尔科姆开放研究》杂志上

的研究说：“这是第一个实

证，证明定期洗手可以降

低感染季节性冠状病毒的

个人风险。”

（据新华社报道）

大腿根痛可能是髋关节在“诉苦”

年过六旬的刘先生近几个月大腿根部总是隐隐作

痛，刚开始以为是疝气，后经诊断，原来是髋关节炎。大

腿根部在医学上称作腹股沟区，是连接腹部和大腿的重

要部位。骨科医生诊治后介绍，当出现腹股沟疼痛时，大

多时候考虑是否得了腹股沟淋巴结炎或者是疝气等，但

四种髋关节疾病同样也会导致腹股沟区的疼痛。

髋关节周围滑膜炎诱因多样 大腿根疼最常见

的原因就是髋关节周围滑膜炎，尤其是股骨大转子滑

膜炎，会引起大腿根部偏外侧疼痛。髋关节周围有若

干滑膜，正常情况下，滑膜会分泌少量的润滑液，起到

润滑关节和保护关节软骨的作用。但如果滑膜受到刺

激产生炎症，导致滑膜腔积液，发生肿痛等症状，就是

滑膜炎。诱发滑膜炎的因素多种多样，比如外部损伤、

感染（滑膜结核）、自身免疫系统紊乱和嘌呤代谢异

常。通过加强活动前热身、口服非甾体类药物、治疗原

发病等方式可以恢复。

髋股撞击综合征莫轻视 热爱体育运动的人如

果出现腹股沟区疼痛，应高度怀疑髋股撞击综合征。

髋股撞击综合征是在活动时股骨和髋臼会反复碰撞，

反复相互挤压导致股骨头颈结合部骨质增生，进而产

生腹股沟区疼痛、髋关节活动受限等不适。研究表明，

髋股撞击综合征极有可能是髋关节骨关节炎的早期

阶段，因此不能忽视对它的治疗。确诊后经保守治疗

（制动休息、康复锻炼）无效，可行关节镜微创治疗。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尽量保髋 股骨头缺血性坏

死是因为股骨头血供中断或受损，引起骨细胞及骨髓

成分死亡及随后的修复，继而导致股骨头结构改变、

股骨头塌陷、关节功能障碍的疾病。X线和核磁共振

检查可确诊股骨头缺血性坏死。针对早期的、尚未出

现股骨头塌陷或股骨头塌陷范围尚小的情况，可以采

取髓芯减压、自体骨移植、截骨等手术方式尽量保留

髋关节。如果已出现腹股沟区疼痛剧烈，股骨头塌陷

较重，关节功能明显受限，应选择人工髋关节置换术。

髋关节骨关节炎早期多休息 髋关节骨关节炎

通常是指由于髋关节面长期负重不均衡所致的关节软

骨变性或骨质结构改变的一类骨关节炎性疾病。本病

起病缓慢，病程持续时间较长，通常病人有长期慢性劳

损史或外伤史，好发于老年性人群。首现症状往往为髋

关节疼痛不适，表现为疼痛在行走时或负重时为主，休

息时好转或消失。开始时通过休息、口服消炎镇痛保护

软骨的药物等保守治疗可缓解，后期症状加重，保守治

疗转为无效，只能外科手术解决。 （据《快乐老人报》）

彭女士久坐看书后，

出 现 左 腿 浮 肿 、疼 痛 加

重，还伴有气促、咳嗽等

不适，在医院就诊后被确

诊为左下肢深静脉多发

血栓，并诱发了肺栓塞。

紧急介入手术后，症状很

快消失。

据介绍，下肢静脉血

栓在老年人中多见，常表

现为一侧肢体突然肿胀、

疼痛，行走时加剧。而80%

~90%的肺栓塞来自静脉血

栓，典型表现为气促、胸痛

和咯血。肺栓塞一旦发生，

若不及时救治，死亡率高。

研究表明，静坐 90 分钟以

上 会 使 膝 部 血 流 减 少

50%，连续4小时不运动会

增加静脉血栓形成的可

能，有“三高”的老人应引

起注意。发现一侧下肢肿

胀或疼痛，尽早就医。

（据《快乐老人报》）

被冠心病困扰多年的

李大叔喜欢大吃大喝，特

别是疫情发生后，宅在家

里的他更是天天研究怎

么吃。这天，他和家人围

坐在饭桌旁谈笑风生，一

时高兴，大鱼大肉吃个不

停，还喝了不少酒。刚吃

完饭，他就感到胸闷、气

短，见情况不妙，家人立

即将其送到医院抢救。经

过检查，原来是暴饮暴食

导致李大叔的冠心病突

发，幸好抢救及时才最终

转危为安。

心血管专家介绍说，

对于心血管病人来说，在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要管住自己的嘴。大吃大

喝会使旧病复发，如果处

置不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同时建议大家，多食豆类、

豆制品，有利于胆酸排出，

使胆固醇合成减少。而适

当多吃鱼，能降低血液中

胆固醇和血液的黏稠度，

防止冠状动脉血栓形成。

最后，专家提醒，心血

管病患者饮食要牢记：不

能暴饮暴食、进食过饱，造

成心脏血液供应不足、大

脑负荷加重，加大心脏病

发作概率；要低油、低盐、

低脂，避免摄入咸菜、腌肉

等；控制糕点、肉类等高热

能食物摄入；不宜吃含糖

量较高的甜食，以免增加

血液黏稠度，诱发冠心病。

（据《大河健康报》）

中耳炎不是小病

大多数人对中耳炎的认知就是小毛病，滴点药就

好，结果病情越拖越严重，有的患者甚至连做手术都

解决不了问题。

中耳炎一般分三种类型：单纯型、肉芽型和胆脂

瘤型。胆脂瘤型中耳炎最严重，它不仅会影响听力，严

重者还会破坏其邻近的重要结构，如听半规管、面部

神经等，造成眩晕、面瘫及颅内外并发症等。胆脂瘤型

中耳炎如发现早，只需在耳内镜下微创治疗，手术仅

需30~60分钟，门诊即可进行；但如果病情拖延严重

了，手术复杂，住院治疗费用较高。如果出现耳朵流

脓、听力下降等情况，应尽早就医。（据《楚天都市报》）

大脑处于饥饿状态，

怎么办？运用“6+1”营养补

充法。“6+1”中的“6”是指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

肪、矿物质、维生素、纤维

素。蛋白质是脑力活动最基

础的物质，能提高中枢神经

系统兴奋性，消除氨基酸缺

乏导致的眩晕、健忘等症

状。碳水化合物是脑力活动

的能量来源，维持大脑正常

功能，缺乏碳水化合物会引

起头晕、心悸等。脂肪尤其

是不饱和脂肪是健脑益智

的重要物质，补充优质脂

肪，能够远离由于脂肪匮乏

产生的抑郁症、注意力障

碍、注意力缺陷及精神分裂

症。矿物质能保护和激发大

脑的活性，其中，铁元素是

智力发育的有力补充，帮助

提高认知能力；锌元素是脑

细胞酶的活性中心，有增强

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功效。维

生素使大脑充满活力，某些

维生素对大脑发育和功能

运转影响很大。纤维素很重

要，大脑运转的能量主要靠

血糖，保持血糖稳定离不开

纤维素。

“6+1”的“1”指能量。

大脑每小时消耗11卡路里

的能量，休息时大脑也需

要身体总消耗量的 20%，

能量不足则抵抗力下降。

（据《生命时报》）

看懂NRV
营养摄入
不超标

我们在超市选购商品

时会发现，几乎所有食品

包装背面都有一个营养成

分表。消费者应该如何看

懂这个表格呢？

营养成分表主要标注

了食品中不同营养素的含

量和营养素参考值。我国

主要采用“4+1”模式对营

养素进行标注，“4”是指

核心营养素，即蛋白质、

脂 肪 、碳 水 化 合 物 、钠 ，

“1”是指能量，这五大项

与我国居民的营养相关

问题和慢性疾病密切相

关。除此之外，食品厂家

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标

示其他营养成分，比如维

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

等类别。

营养成分表的前两

列很容易看懂。需要特别

注意的是，第二列标注的

单位有所不同，一般分为

每 100 克（毫升）或 是 每

份，前者的标注方式更为

常见。营养成分表的第三

列 为 营 养 素 参 考 值 %

（NRV%），代 表 的 是 100

克或 100 毫升或 1 份食品

中的营养成分占每日需

求量的百分比。对于消费

者来说，NRV%是营养标

签中最重要的一项，只要

看这个百分比就知道吃

100 克或 100 毫升或 1 份

食品能为自己一天带来

多少能量和营养。

在日常饮食中，我们

应该尽量选择高蛋白质、

低脂肪、低钠的食品。

（据新华社消息）

适度洗手可减少冠状病毒感染

看书久坐会诱发血栓

大脑缺“养”试试“6+1”补脑法

吃不停会诱发冠心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