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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脂肪肝患者不宜做运动
如果有谁体检被查出脂肪肝，
周围人总会语重心长地劝告：
“ 管住
嘴、迈开腿，抓紧运动吧！”虽说生命
在于运动，但脂肪肝患者是不是都
要增加运动量，
还真不能一概而论。
控制饮食、
戒烟戒酒、
体育锻炼、
谨慎用药是脂肪肝治疗的基本方
针。其中，
体育锻炼在临床上又被叫
做
“运动疗法”
，
应根据不同人群的疾
病特点，
选择合适的运动方法。
有研究表明，由于运动对脂肪
代谢的影响具有较强针对性，因此
通过增加能量消耗、限制能量摄入
所产生的血脂改变，较单纯限制能
量摄入更为理想。伴有胰岛素抵

抗、体重超重或近期体重增长的脂
动量，
并在运动过程中密切观察。
肪肝病人，以及肥胖症、2 型糖尿病、
2.运动会使代谢增加，对于低体
高脂血症所致的营养过剩性脂肪
重的营养不良性脂肪肝，以及甲状
肝，病毒性肝炎后脂肪肝患者，均可
腺功能亢进和肺结核等全身消耗性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适当的运动治
疾病所致的脂肪肝患者，过多的运
疗。但另有四类脂肪肝患者，做运
动反会加重病情。
动要尤为谨慎。
3.药物、酒精和环境毒素、工业
1.伴有严重合并症，如急性心肌
毒物所致的脂肪肝病人，过多运动
梗死急性期、不稳定性心绞痛、充血
可能成为干扰代谢的因素。
性心力衰竭、严重心律失常、重度高
4.妊娠急性脂肪肝、瑞氏综合征
血压、1 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或有 （脑病脂肪肝综合征）患者，应限制
明显的糖尿病肾病、肝功能明显损
活动，并增加卧床休息时间。另外，
运动疗法仅适用于原发性肥胖症，
害或发展至肝硬化失代偿期等，应
限制活动，以免病情恶化。即使是
继发性肥胖患者不宜过多运动。
（范建高）
医生许可运动，也必须严格掌握运

做颈部保健 米字操 应适度
“米字操”是当下流行的颈部保
健方法，即将头顶或下颌当作笔头，
将 颈 部 当 作 笔 杆 ，反 复 书 写“ 米 ”
字。这种练习能够通过活动颈部，
拉伸周围肌肉，改善颈椎紧绷、僵硬
的 状 态 ，从 而 达 到 缓 解 疲 劳 的 效
果。但是，
“ 米字操”包含颈椎的屈
伸、侧屈和旋转等动作，涵盖了颈部
活动的最大范围，而且包含几个不
同动作的复合动作，稍有不慎，就容
易造成颈椎的损伤。
颈椎健康人群，如青壮年、无明
显椎间盘突出和骨质增生退变者，
练习“米字操”无妨。但要注意不能
过快和过度地屈伸旋转，以练习后
感觉头、颈、肩轻快舒适为度。
颈椎病患者练习“米字操”时需
要注意，不能盲目地活动颈部，尤其
以下几类人要注意：1.颈椎间盘突出
者活动颈部时，
注意不能做尽量低头
的动作。2.发育性颈椎管狭窄者，颈
椎所面临的风险远高于正常人，
活动
颈部时注意不能做头部过度后仰的
动作。3.老年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多数存在神经根管狭窄的情况，
在发
作期和缓解期不适宜做
“米字操”
，
尤

新发现

别再信了
适量饮酒有益不存在
以往，人们总会看到适量饮酒有益健康的
说法，而且，多数是提倡少量饮红酒，据说，可以
扩张血管、美容养颜。那么适度饮酒真的有利
于健康吗？
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全球疾
病负担研究组研究发现：喝酒不能带来任何健
康收益，
适量饮酒有益的说法，
根本就不存在！
数据分析显示，在全球每年因各种原因死
去的 3200 多万人中，喝酒直接导致了 280 万人
的死亡，是第七大致死和致残因素。在 15 岁到
49 岁的人群中，3.8%的女性死亡及 12.2%男性
死亡归因于酒精。
可能有人会觉得每天喝上二两白酒感觉不
到身体出现什么不良影响，反而一直把白酒当
做一种养生方式，殊不知，和滴酒不沾的朋友们
比起来，你肝脏的健康水平却大不如他们呢。
当然，喝酒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还要看喝了多
少酒。如果每天的纯酒精摄入量在 10 克以下
（一罐/瓶啤酒或者一小杯红酒），那么健康风险
与不喝酒的人相比只会增加 0.5%，但目前所谓
的适量饮酒（20 克），就会让死亡风险上升 7%，
每天喝 50 克的酒会使风险上升到 37%，再多喝
风险就更是直线上升了。
因此，
没事喝点酒有益健康的鬼话，
千万别再
信了！想活得长活得好，
就别喝酒，
如果用数据计
算，
喝多少酒对健康的威胁最低时，
结果是：
0！

少量喝酒能预防心脏病吗？

其不能做颈部后伸的动作。4.脊髓受
压者，不管是否发病（出现四肢酸软
无力、
走路像踩棉花等临床症状），
都
尽量不要转动和屈伸颈椎，
减少颈椎
活动。过度的屈伸和旋转动作，
尤其
是过度的后伸动作，
可能会加大对脊
髓的刺激和压迫。5.老年人中，骨质
增生或动脉硬化者多，
椎动脉或颈内
动脉管狭窄变小者多，
有些老年人的
颈部还存在着血管斑块，
过度颈椎转

动和屈伸会增加血管受刺激的机会，
轻者出现头晕，
重者则增加中风的风
险。
颈椎保持一动不动，时间一长
就容易产生不适。变换姿势、活动
颈椎，不适感能够有所缓解。所以，
在日常生活中，颈椎要“动”起来，
“左盼右顾”就是其中一种方式，但
要有节制地
“动”
。
（林定坤 侯宇）

女性养生

少量饮酒虽然有利于减少冠心病、心衰、中
风的风险，但也会增加房颤风险，说明其对心血
管病的保护作用并不是“全方位覆盖”的，很有
可能利弊相抵甚至弊大于利。
更重要的是，少量饮酒的有益作用只体现
在部分心血管疾病中，而在内分泌疾病、肝脏疾
病和肿瘤方面的研究中，无论量多少，饮酒都是
彻头彻尾的有害因素。因此，即使对心血管有
一定保护作用，
饮酒都会对其他器官造成损害。
再者，饮酒量很难控制在所谓的“有益范
围”内，对于喜欢消费高度白酒的中国人尤为如
此，基本上高兴一点多喝两杯就超限了，
“ 适当
饮酒可以预防心血管病”多数时候不过是自我
安慰的借口。
总之，
虽然有证据显示少量饮酒可以降低部
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但从整体健康的角度来说，
一方面要建议饮酒者限量饮酒，
另一方面则不建
议原来不喝酒的人为了预防疾病而开始饮酒。

50 岁以上，癌症与酒精密切相关

更年期，你准备好了没
一提起更年期，不少女士都觉
得它是衰老的标志，一股“无可奈何
花落去”的惆怅涌上心头。其实，更
年期带来的也不全是负能量。身体
会发生的一些变化，我们可以把它
看作是其发出的善意提醒，告诉我
们是时候重整旗鼓了。这是让我们
关注自身健康，调理自己，获得健康
老年期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
北京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的
专家介绍，更年期是女性生育力从
有过渡到无的一个必经的生理阶
段，通常在 40 岁开始，会持续到 60
至 65 岁。绝经，即一年没有月经，
是更年期的一个标志性表现。这里
特别提醒一下，绝经后突然出现阴
道出血，大多数情况是坏事，极少数

情况是好事。若出现这种情况，一
定要看医生。此外，二三十岁的年
轻女性，尤其是体型瘦弱、精神压力
很大的年轻女性，两三个月来一回
月经，且频率越来越低，说明卵巢活
动不活跃了，这也可能是更年期的
一种表现。
身体出现以下情况，是在提醒
我们更年期到来了：发热，伴随有心
动过速、心慌；潮热，即出汗多；出现
情绪问题，如心情不好、容易感到疲
惫、容易激动、抑郁疑心等，严重的
会产生厌世情绪；失眠；尿路不适；
骨头疼、肌肉疼、关节疼、骨质流失；
血脂升高、血压不稳。
应对更年期，
我们能做点啥？专
家介绍，
更年期症状是否影响了生活

质量，
是判断是否需要用药的一个标
准。如果仅出现轻度症状时，
我们可
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进行调节，
例
如有氧运动、
合理膳食、
心理疏导、
戒
烟和避免二手烟等。
如果好好锻炼、控制饮食两三
个月后，身体的一些疾病指标依然
没 有 改 善 ，或 出 现 中 重 度 症 状 ，病
症已经影响了生活质量，可以选择
进行药物治疗。通过调节神经递
质，有助于获得一个健康的更年期
和老年期。
（李洁）
本版转载文章、图片作者，请联
系 编 辑（电 子 邮 箱 ：1ysb1211@126.
com）告知地址，以奉稿酬。

对于老年人来说，饮酒情况则更糟糕。研
究表明，对于 50 岁及以上人群，癌症则与酒精
密切相关。
50 岁以上的人中，癌症是导致酒精相关死
亡的主要原因，女性癌症中的 27.1%，男性癌症
中的 18.9%与酒精有关。饮酒已是全球疾病负
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构成了对人类健康的
严重损害。随着饮酒量的增加，全因病死率和
发生癌症的风险随即显著增加。
要知道，
酒精进入体内 30 秒后，
就可以进入
脑部，
对脑血管及脑神经形成不良影响，
长期喝酒
的老年人，患老年痴呆的几率和风险要大大升
高。而且，
老年人长期喝酒还会增大肝脏的负担，
酒精肝、
脂肪肝，
都经常会出现在长期喝酒的人身
上，
特别是老年人，
代谢机能逐渐退化，
酒精对于
肝脏的损伤就更大，
对于长期酗酒的人，
最终发生
肝硬化、
肝癌的几率要远远大于不喝酒的人。
另外，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服用各种药物，
而酒
精对于大多数药物在体内的代谢都会产生影响。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将酒
精列为一类致癌物质，长期喝酒不光是可能会
造成肝癌的问题，食道癌等消化道癌症都与长
期饮酒有关。
（据《武汉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