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健康

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

编辑 郭庄

美编 帅才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王师傅是一名老司机，地地道道的四川人，

经常便秘。起初只是大便上有血，手纸上有点鲜

红的血迹，他以为是最近吃得辣上火了，服用了

降火药便血的情况就会消失。可过了两个月，再

次出现便血，肛门口还有小肉团脱出。在他们圈

子里， 不少人都有长痔疮的经历， 痔疮后患无

穷，大家都劝王师傅早点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

不出所料，王师傅患了痔疮。教师、司机、办公室

人员，都是痔疮高发人群。

无论是肛肠疾病，还是其他疾病，治疗

的第一步永远是精确检查，判断便血的原因到

底是痔疮还是肠癌， 精确的检查是必不可少

的。成都已经有一些专业的肛肠医院引进了韩

国电子肛门镜检查肛肠疾病，此技术采用的是

国际上最新的医疗视频和摄像技术，摄像头深

入人体内部进行全方位检查，将病变部位清晰

无误地呈现在医生和患者面前。运用韩国电子

肛门镜检查肛肠疾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便血

一看就清楚，完全避免了传统指诊和视诊带来

的漏诊、误诊的情况。而且，韩国电子肛门镜检

查技术也是国际上公认的检查肠癌最有效的

技术。

医院运用电子肛门镜检查了王师傅的病情

后，确定了采用TST微创疗法治疗痔疮+大肠水

疗治疗便秘的手术方案。据介绍，TST微创技术

遵循了人体痔疮形成机制， 是按照痔疮病理结

构设计而成，专业治疗痔疮的微创技术。它具有

安全、无痛、微创、术后恢复时间短等优势，比起

PPH微创技术和HCPT微创技术，TST微创技术

在治疗痔疮上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秋冬的寒风会让毛囊收缩加快，如

果你的头发营养不足或严重受过伤害，

毛囊就会萎缩， 长出细小头发甚至不长

头发，从而造成头发越来越少哦。不过正

常的脱发问题只要认真护理， 就可以减

少，现在就来学学吧！

方法一：减少洗头次数

在冬天尽量减少洗头发的次数，一般

每周洗头1-2次就足够了。 洗发水不要像

热天那样使用去油脂和去头屑的类型；尽

量少用碱性大的香皂洗头； 要多用护发

素。还可间断性地使用些啤酒或在水中适

当加点食盐和醋洗头，这样可预防和减少

脱发。洗头的水不宜太热或太冷。

方法二：头发不要扎得过紧

头发扎得过紧、也会导致脱发。喜欢

扎马尾或喜欢拉紧头皮造型的你一定要

注意。发型以蓬松为好，这样能使头发自

然生长。 过硬的头刷、 梳子都会损害长

发。 梳长发时最好用梳齿距离较宽而质

量软韧的梳头用具。

方法三：轻柔按摩不可少

在洗发后，用手指按摩头皮可促进头

皮的血液循环， 使头发获得更多的养料、

氧气、激素等，使头发长得健美。用手指肚

从前额上有头发的部位开始，在固定的部

位揉捏，慢慢一步一步向前额以后的部位

揉捏，再移向头顶，两侧，直至颈后。

方法四：防晒

冬天阳光中的紫外线含量并不比夏

天的太阳时少，尤其是天气干燥、阳光猛

烈的日子，千万不能忘记防晒，到户外活

动也应该尽量打伞或者使用遮挡物，以

减少对头发的损害。

方法五：减少烫、染发次数

频繁地烫发和漂染会对头发造成损

害，导致脱发。将染发、烫发的次数降到

最低，脱发情况一定有所缓和。

方法六：生活方式调整

调整心情减轻压力。 饮食上少吃甜

食，多吃含硫氨基酸的食品，因为此类氨

基酸是滋养头发的主要成分， 大多存在

于蛋等动物性食品、豆类和包心菜中。但

是，过度食用肉类，不仅无法促使毛发生

长，反而造成毛发脱落。还要多吃含丰富

维他命B族的食物，以及含胆碱的食物如

蛋、小麦胚芽、豆类(豆荚、碗豆和扁豆)、

燕麦粥和糙米等。

（黄文娟 整理）

斗“痔”昂扬

便血无小事 一误悔终身

根据数据调查显

示，约九成的人有过肛

门瘙痒、 肛门疼痛、排

便费力、大便出血等肛

门不适的经历，其中更

有过半的人明确表示

有过患痔疮经历。痔疮

等肛肠疾病高发，首先

和四川人喜好辛辣食

物息息相关，其次肛肠

疾病高发和不良的作

息方式也有关联。正是

因为痔疮在四川发病

率一直居高不下，民间

更有“十人九痔”的说

法，这让人们常常在谈

笑间忽视了便血所带

来健康警示。肛肠专家

提示，痔疮患者一定要

警惕便血问题，千万别

将肠癌出血误作痔疮

出血。

眼下正值“秋燥”痔疮等肛

肠疾病高发时节。 如果您有下列

状况，您可能患了肛肠疾病，疾病

早检查早治疗， 建议第一时间去

医院就诊。

●长期不排便，大便干燥、大

便费力，大便出血。

●腹痛腹泻，大便不成形。

●肛门瘙痒， 夜间瘙痒感严

重。

●肛门口有小肉团， 不痛不

痒，或者轻微疼痛。

●肛门坠胀，总感觉想大便，

却没有大便可以排出。

●肛门疼痛，出血。

关爱广大市民的肛肠健康问

题，“2014秋季肛肠健康普查活

动”正在开展，活动内容如下：

通过拨打活动健康热线预约

前二十名患者都可免费进行肛肠

疾病检查；

选择TST微创治疗技术治疗

痔疮等肛肠疾病， 即可获得医院

提供的微创手术援助金， 最高可

达1000元整。

此次肛肠健康普查活动名额每

天只限电话预约前20名， 仅剩十天

啦， 您还在等什么？ 马上拨打热线

吧！

（黄文娟）

细“痔”入微 让病灶无处可逃

张先生早年有便秘的情况， 还因便秘导致

了痔疮， 也有便血的经历。“开始的时候每天大

便很多次，大便细长，颜色是紫红紫红的，感觉

和以前患痔疮时出血的情况差不多。” 因此，张

先生没有立即去正规医院进行检查， 而是去楼

下药店自行买治疗痔疮的药物。可服药之后，便

血的情况非但没有得到缓解， 反而感觉腹部有

膨胀感、阵痛感，有时还会有黏液从肛门处流出

来。以前长痔疮的时候可没有这种症状，张某意

识到情况不对，急忙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竟然

是直肠癌！“要是早点来检查就好了。” 张先生

后悔不已。

同痔疮病人一样都是便秘、便血，为什么张某

就变成了直肠癌呢？肛肠专家解释，生活中有不少

人经历过大便出血的情况，轻则手纸上有血，且不

久之后就不再出血， 因此很多人认为大便时出血

是小毛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便血的情况会反复

出现。大便时出血或者大便中带血可能预示着人体

内部发生病变，典型的是消化道疾病，如胃溃疡、肠

道溃疡、痔疮、息肉、肛瘘、肛裂等等。

除此之外， 引起便血的原因还可能是肠癌，一

些肠癌早期是无症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便

血的症状，又因为痔疮出血也是通过便血表现出来

的，所以不少人自诊或去不正规的小诊所后就盲目

地将便血的原因统一归结于痔疮，忽视了肠癌的可

能性。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极度危险的，临床上有

不少晚期肠癌患者就是因为将肠癌当做痔疮治疗

而失去最佳治疗时机的， 如果他们能做到早检查、

早治疗，其根治手术后的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

以上。肛肠专家对此特别提示，有时候便血的症状

会自己消失，但症状消失，不代表病灶消失，病情依

然存在，一旦出现便血就要早检查、早治疗。

一念“痔”差 勿把肠癌当痔疮

多事“痔”秋

肛肠健康普查活动

正在进行

家 / 庭 / 医 / 生

油盐柴米，首当其冲的“油”在现代

生活中也是大事。 随着人们对健康关注

的增加， 你是不是也困惑于吃调和油还

是换油吃更健康？橄榄油只能生吃吗？

油要换着吃

如今营养学家在推荐食用油方面普

遍认为，不能长时间吃某一种单一油，最

好还是几种油交替搭配食用， 或一段时

间用一种油，下一段时间换另一种油。有

消费者会认为这种事情太麻烦了， 买调

和油就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了， 但事实

或许未必如此。

目前， 我国在调和油方面尚无明确

国家标准，只有企业标准，因此在用于调

和的油的品种、调和的量、调和的不同脂

肪酸比例这些数据尚无明确要求。 在市

场环境暧昧不清的情况下， 尽管调和油

吃起来更加方便快捷，省了换油的步骤，

但自己购买不同品种的油、 混合使用或

更换不同品种的油会更加实在和确切。

橄榄油不仅只是生吃

有许多说法称， 橄榄油只能用于凉

拌或直接生吃， 因为橄榄油在高温下容

易生成有害健康的反式脂肪酸， 健康的

油反而变得危害健康， 这种说法有一定

的道理，却并非完全科学。

实际上， 包括橄榄油在内的所有植

物油都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 不饱和脂

肪酸中的双键在高温氧化环境里极易

“变形”。也就是说，高温下产生反式脂

肪酸的现象并不是橄榄油的“专利”，而

是任何植物油都可能发生的变化。 相对

来说， 橄榄油烟点更高， 也只有一个双

键，实际上比大豆油更加适合用来炒菜，

生成的有害物质更少。

橄榄油又分为初榨橄榄油、 精炼橄

榄油与果渣油三大类， 用未成熟橄榄制

作的初榨橄榄油未经过精炼， 其中不仅

游离脂肪酸多，而且颜色呈现黄绿色，其

中有叶绿素这种促进氧化的光敏物质，

故而不太适合高温、长时间加热，最好还

是用来做凉菜，或仅仅轻微加热的菜肴，

这样还能保持橄榄油中的特殊油脂清

香，增加菜肴的风味。但这并不表示橄榄

油只能用于凉拌。

（黄文娟 整理）

健康用油 你懂多少？

别让寒风冻伤你的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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