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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老人健身

坚持锻炼 让健身成为每日必修课
锻炼已成为他们每日的必修课。
在步行街钟楼附近的一块空地
上，每天早上五点多，就会有成群结
队在锻炼的中老年。他们当中有的
聚在一起打太极拳，有的在一起练习
柔力球、有的则是在一起做养生操。
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告诉记者，健
身并不需要多好的设备或是环境，只
要有一份坚持运动的心，你就能享受
到健身带给的健康生活。
也有不少老人表示，最开始都是
跟着同伴或是家里的小孩子出来锻
炼，后来慢慢地就变成了习惯，到如
今的一天不出来运动就觉得生活中
缺了点什么似的。这一点，对于喜欢
跳广场健身舞的林大妈来说，体会最
是深刻。她告诉记者，就算是下雨
今年的 8月 8日是我国第 9个 到户外参加各种健身，尤其是中老 天，不能出门健身，她也会在家里对
“全民健身日”，为此，我市特意举行 年这个群体，健身早已融入他们的 着电脑跳。
“健身每一天，喜迎十九大”体育健 生活，成为他们健康生活中不可分 中老年健身辅导员遍布各村
身展示活动。来自全市14支表演队 隔的一部分。
的近千人，为市民带来了一场健身
“这些年，我爸每天早上都会拎
老人锻炼身体意识加强
盛宴，展示了石狮人的精神风貌。
着个装水壶和毛巾的包出门锻炼，比
值得一提的是石狮市老体协会员与
随便找个清晨或傍晚，去我市的 我上班还要勤快。”80后小林笑着说：
市老年大学健身学员600余人，组成 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走一走，你会 “我们上班，还有双休日，可我老爸的
8个表演队参加活动，大展不老风 发现只要有一个很简陋的设备或是 锻炼是没有休息日的，天天出勤，从
采，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 一块空地，都会看到有中老人在锻炼 不缺席。”
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出家门 的身影。不少老人表示，如今，坚持
“我们也希望中老年人把健身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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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上班一样，每天抽出一到两个小时
坚持锻炼，让锻炼成为中老年人日常
生活的一部分。”石狮市老体协有关
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当下，越来越多
的中老年人主动加入健身大军，说明
老年人的健身意识在增强。记者了
解到，为了让我市中老年人能更好更
有效地进行锻炼，早在几年前，石狮
市老体协就开始组织健身辅导员培
训，向全市各镇（街道）招收喜欢锻
炼、热爱运动的健身志愿者进行集中
培训，同时肩负起向基层群众推广各
类健身运动。
据了解，目前石狮老体协拥有健
身辅导员、教练、志愿者等数百名，已
基本覆盖到全市126个村（社区），他
们默默地在基层组织中老年人锻炼
身体，进行交流互助，让越来越多的
中老年人不仅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而且愉悦了身心。
不仅如此，在各类健身辅导员
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健身协会已
在我市农村应运而生。比如祥芝，
近几年来，就相继成立了中老年人
自行车、柔力球、太极拳等各类健身
分会，吸引了数千名老年人开展健
身与锻炼。
（记者 刘晓娟）

失明老人爱外出 多位好心人常送她回家
本报讯 几天前，市民老蔡途
经城隍庙附近时，用相机拍下了一
位中年人牵着一位失明的老妇人
回家的照片，并将照片发给了《夕
阳红》编辑。同时还附上了一段这
样的话，“ 周边的邻居们说，照片中
的这位中年人经常会帮忙送这位
失明老人回家，为这位中年人点个
赞！”
周四早上七时许，记者在老蔡
的带领下来到这位失明老妇人的
家中，那是位于市区城隍庙附近
的一座古厝。在古厝门口，记者
正好遇到拄着拐杖要出门的失明

老妇人。老妇人很外向也很健
谈，对于记者和老蔡的突然到访
丝毫没有害怕。她告诉记者，她
姓邓，今年 74岁了，家里还有一位
81岁卧床的老伴。记者了解到，
邓老太和她的老伴属于孤寡老
人，早在几年前，她和老伴就被社
区安排住进了石狮慈爱老人院，
但后来因为住不习惯，她和老伴
又主动搬出了老人院，住在了现在
租住的古厝里。
“家里太闷热了，外面比较凉
快，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外出溜达一
圈。”邓老太笑着告诉记者，虽然她

眼睛看不见，但她一点也不担心外
出后找不到回家的路。因为她每一
次外出，都会有好心的民警、商贩、
邻居将她送回家。邓老太说，她在
家里待不住，就喜欢去人多的地方，
听别人说话，听街上吆喝的热闹声
等。“这些年，也多亏了这些好心人，
让我每一次出门都不会担心找不到
回家的路，替我谢谢他们，谢谢这些
一直默默关心我的好心人，祝他们
好人有好报。”采访最后，邓老太特
别交待记者向这些好心人表达她的
感谢之情。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蔡宗营）

拔罐 这些人群不适合

黄韵诗/漫画

“拔罐”是夏季很多朋友喜欢的
一种中医疗法。然而，石狮市医院康
复科医生告诉记者，拔罐对身体的好
处很多，但有些人群是不适合拔罐
的。
“夏天吹空调、淋雨等很容易导
致人体感受寒邪湿邪，这时拔罐可以
及时将邪气祛除，保护人体正气。”医
生介绍，通过吸拔，可引致局部组织

充血或淤血，促使经络通畅、气血旺
盛，具有活血行气、止痛消肿、散寒、
除湿、散结拔毒、退热等作用。适用
于感冒咳嗽、肺炎、哮喘、头痛、胸胁
痛、风湿痹痛、腰腿痛、扭伤、胃痛、疮
疖肿痛、毒蛇咬伤（排除毒液）等病
症。
“对于适应症，患者使用时应注
意选用罐口光滑、大小适宜，拔罐时

间不宜过长。”常用拔罐方法有闪罐
法、投火法、抽气法、水罐法、留罐法、
走罐法、刺络拔罐法等。进行拔罐操
作过程中，患者要有舒适的体位，应
根据不同部位选择不同口径的火
罐。注意选择肌肉丰满，富有弹性，
没毛发和骨骼凹凸的部位，以防掉
罐。如出现烫伤，小水泡可不必处
理，任其自然吸收；如水泡较大或皮
肤有破损，应先用消毒针刺破水泡，
放出水液，或用注射器抽出水液，然
后涂以龙胆紫药水，并以纱包敷，保
护创口。
“拔罐并非人人适合，需要在专
业医师辩证的前提下进行治疗。”皮
肤过敏、皮肤损伤及疤痕、静脉曲张
症状，拔火罐有可能加重过敏症状，
而且皮肤溃疡的地方也不能拔，容易
引发感染、水泡，加重溃疡。
孕妇、女性月经期不宜拔罐。尤
其是孕妇的腹部、腰骶部位，不宜拔
罐。孕妇拔火罐可引起先兆流产
等。如果在经期拔小腹或者是拔腰
骶部，会引起月经过多等。另外，有
出血倾向的疾病；新伤骨折；恶性肿
瘤；体表大血管处；心肝肾严重疾病
及高热抽搐；五官部位及前后二阴；
过饥过劳过饱；酒醉、大渴大汗大出
血等都应禁用拔罐。 （高荣芳）

本报讯 孩子的自我
保护能力很差，特别是
刚学会走路的孩子，烧
烫伤容易高发，对此，石
狮市医院儿科杨医生表
示，发生烧烫伤后，千万
不要给创面涂酱油、醋、
碱、牙膏、油性药膏、紫
药水、红药水等。
日常生活中，孩子被
烫伤时家长容易出现以
家 下四大误区：不敢用凉水
立即脱
长 给孩子冲洗浸泡；
掉孩子的衣服；按照经验
酱油等生活用
如 涂抹牙膏、
品或者把水泡扎破。
何 对此，杨医生表示，
首先要保
急 面对烧烫伤，
持镇定，不要乱了分
救 寸。如果孩子烧烫
伤后患处立即起水
泡并明显感觉疼痛，可
立即用自来水冲洗伤
处30分钟至1小时，感觉
不太痛了，再把衣物脱掉，或剪
掉，然后用干净的布覆盖受伤
处，送往医院。如果面积大、烧
烫伤深，不宜用冷水处理，须立
即送往医院抢救；如果烧烫伤
部位在面、头、会阴部，除用冷
水紧急处理外，为防止发生休
克，可给孩子口服淡盐水。
另外，医生提醒家长：应注意
餐桌、茶几上最好不要放桌布，吃
饭时的热汤、热粥、热水等一不小
心就被孩子连着桌布拉下，特别
容易烫伤孩子。
（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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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健康体检的那些事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健康体检是在身体尚未发生明 性肿瘤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项目菜单。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增加 应当进行低剂量肺CT的筛查。另外，
显症状的时候主动到医院对整个身
加强对自身功能的了解：改变不 项目，以便得到较为全面的健康信 50岁以上有高血压、高血糖的人，要

体进行的检查。这个时候疾病尚未
发生，但是致病因素已经存在。或者
致病因子已经导致人体某个部位出
现病变，但还没有表现出临床症状
（如高血压、高血脂等）。
健康体检有什么好处？及早发
现一些健康状态中的危机：消除产生
疾病的危险因素，发现小毛病后面的
大隐患。
发现异常进行针对性专项检查：
体检是一个初步的筛查过程，无法查
出所有的疾病，但最大的好处就是一
旦发现异常，可以及时咨询医生，做
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
早期发现恶性肿瘤：对于某些恶

良的生活习惯，避免危险因子的产
生，提高健康水平。
可帮体检者建立健康档案：很多
人体检完毕之后，将体检报告随手乱
丢，觉得没有查出问题，就没有保留
的必要。但医生通过对两年或几年
体检报告的比较分析，能够发现一年
来身体状况的变化，确定有无某种疾
病倾向。
健康体检是一门学科，哪些人
群该查哪些项目，是有一定讲究
的。健康体检应根据年龄、性别、生
活习惯、既往的健康状况及家族遗
传病史、近况、生活方式等综合因素
考虑，决定选择较适合于本人体检

息。
基础性体检项目：不管是谁，参
加体检，基础项目必不可少，这些项
目一般包括：身高、体重、腰围、血压、
脉搏；内、外科常规项目；眼科、耳鼻
喉科常规项目；血常规；尿常规：便潜
血；肝功能、肾功能、血脂、空腹血糖、
心电图、X光胸片、B超（肝、胆、脾、
胰、肾）等。女性妇科常规项目、TCT
检查、乳腺超声检查。
针对性体检项目：此项目受家族
病史、年龄、工作性质和环境以及嗜
好的影响，一定征求专业医生的建
议，做到针对性。例如 50岁以上男
性，吸烟，家族成员中有患过肺癌者，

注意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可以进一步
做心脏及血管的超声检查。有乳腺
癌家族史的女性，除超声检查外，可
结合钼靶进行筛查，必要时行基因检
测。
大多数的体检项目一年一次，有
些异常发现需要3~6个月复查，有些
针对性检查需要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间隔，体检项目的选择既不能图省
钱，专门选择常规检查项目中几个项
目，而没能达到查风险、早发现的目
的，也不能撒大网，浪费医疗资源并
对自身的身体带来没有必要的伤害
（有些检查并不是一点危害都没有）。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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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老风采

老年学员助力
“文艺演出进乡村”

本报讯 8月11日晚，祥芝镇
大堡村灯光璀璨，一片热闹非凡。
由中共石狮市委宣传部、石狮市文
体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
的“喜迎十九大——文艺演出进乡
村系列活动”祥芝大堡专场活动正
在演出，数百名村民聚集在一起观
看了表演。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 喜迎
十九大——文艺演出进乡村系
列活动”在我市已拉开序幕。作
为本次活动最年长的一支演出
团队即石狮市老年大学舞蹈班
和旗袍班的学员积极参加演出，
向基层百姓展示石狮老年人的
新风采。据悉，这并不是石狮老

年大学舞蹈班和旗袍班的学员
在今年暑假期间的第一场演
出。今年的 7月 1日、8月 1日等
节庆日期间，他们曾先后走近部
队、玉浦村等进行文艺演出，用
实际行动助力文艺演出进乡村
活动。
据一位负责人透露，从排练到
演出，每一位来自石狮市老年大学
舞蹈班和旗袍班的学员们都很用
心的参加，且主动放弃了暑假闲暇
时光，积极为“喜迎十九大——文
艺演出进乡村系列活动”做准备，
希望给基层的百姓送去最好的文
化大餐。
（记者 刘晓娟 通讯员 谢婉琳）

花园城举办第三季度老人生日会
本报讯 近日，花园城社区开展
2017年第三季度老年人生日会，为社
区老人过上了一次难忘的生日会，本
次活动主题为“情暖花园，老少同
乐”。
据了解，此次生日会由成长
乐园夏令营的小朋友担任活动的
表演者与志愿者。活动中，社工
亲手为老人们做了四果汤与饺
子。随后更有跆拳道、歌舞、南音
等丰富多彩的表演。此外，邮政局
工作人员也为社区老人带来了蛋糕，
为老人送上了最真切的祝福。
（记者 陈嫣兰）

横纹肌溶解症 早期治疗效果好
本报讯 不少朋友应该有过类
似体验：和朋友打篮球、羽毛球等
运动完后，突然发现手臂一侧出现
痛感，回想自己运动过程中，并没
发现有任何撞伤、擦伤等不适，怎
么突然手就痛了呢？石狮市医院
卓医生表示，这种症状在医学上认
为是过度运动导致的横纹肌溶解
症。
“肌溶解症的原因有很多，
生活中，中毒和中暑都可导致这
个症状出现。”石狮市医院急诊
科的卓医生表示，其实，肌溶解
症不难治疗，不必对该病产生恐
惧心理。
人体的肌肉包括心肌、平滑肌
及骨骼肌，其中心肌及骨骼肌组织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就是肌红
蛋白，它在肌肉中起到运输氧和储
氧的功能，使肌肉纤维得到能量供
应，从而产生有效的收缩。正常情
况下，这些肌红蛋白不会进入血液
循环里面，但在肌肉过度运动或者
缺血坏死时，就会有大量的肌肉细

胞内成分进入血液循环，其中就包
括肌红蛋白。
“肌红蛋白的分解产物堆积
在肾脏小管系统，轻者几天可自
行痊愈，重者导致急性肾功能衰
竭。”卓医生介绍，横纹肌溶解症
的病因十分复杂，国外有人研究
指出获得性病因就有190余种，遗
传性相关的病因四十余种，常见
的原因有过量运动、肌肉挤压伤、
缺血、代谢紊乱（低钾血症、甲状
腺功能减退、糖尿病酮症酸中
毒）、极端体温（高热、低热）、药
物、毒物、自身免疫、感染等。横
纹肌溶解症其实只是一种症状，
种种原因都会造成此现象。
横纹肌溶解症并不是真正的
肌肉大面积溶解，顶多只是肌肉有
所松弛，其危害主要是肌肉中的肌
红蛋白融入血液阻塞肾小管而导
致肾衰竭。因此早期病因的治疗，
恢复血流，防治急性肾功能衰竭对
改善以后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小高）

护理工作从
“遵医嘱”
向
“以患者为中心”
转变

本报讯“三分治疗，七分护
理”。公立医院改革，将传统的以处
理医嘱为中心的护理工作，转变为
以患者为中心，这是我市公立医院
一直积极推动的工作并成效明显。
近年来，我市以石狮市医院为
代表的公立医院，推进系列举措，
深化“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硬
件方面，创建“人文关怀”示范病
房。在神经内科、内二科、ICU等科
室开展“人文关怀”服务，在院内各
区域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根据专
科特色添置各种便民物品（充电
器、助行器、糖果箱、低血糖急救箱

等），张贴各种警示标识、多科室添
置陪伴椅等，实施床位统筹，逐步
减少走廊加床。
在软件建设方面，提升医疗技
术，在开展日间手术与自体血回输
技术，推进手术室优护工作的基础
上，推行“医护联合查房”管理模
式，落实出院患者电话随访，促进
护患沟通、加强慢病管理。在健康
宣传方面，通过开展讲座、发问卷、
网络调查等形式，让患者健康教育
知晓率达到90%。
“软硬兼施”的同时，邀请省内
外著名专家开讲，提升护士专业素
养，持续推进重点环节、重点时段、
重点人群、重点部门等“四重”管
理，对敏感性指标、患者各项风险
评估等建立愈加完善的应急处理
机制，使得优质护理提升工作形成
常态性、持续性。
（记者 高荣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