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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结束，又迎来上班
的日子。往往在节后的两三天
里，不少人会感觉“身心”疲惫，
工作提不起精神，工作效率低，
甚至有不明原因的恶心、眩晕、
肠道反应、神经性厌食、焦虑、神
经衰弱等，这可能是节后综合征
犯了。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过，大
多数人对于假日和工作日的转
换都能做到无缝对接，节后综合
征偏爱的其实就那么几类人：他
们的自我发展不够成熟，缺乏追
求，约束力差，平时做事情缺少
计划。因此，他们的度假方式往
往会过度，过度玩、过度吃喝、过
度熬夜……当长假结束时，他们
的身体和心理状态都还没调整
过来，以致影响工作。

专家表示，有些人工作时生
活都比较有规律，但是一到长
假，他们就使劲吃喝玩乐。旅游
的早出晚归，休息不好，玩得很
累；聚会多的，吃到没胃口或者
拉肚子，喝到浑身酒气，日夜颠

倒，这样的休息比上班还累。其
实，无论是假期还是工作日，劳
逸结合都是让身体保持良好状
态的好方法。工作时尽量避免
太累，要有一些休息，假期玩的
时候也要避免玩得太累，适度运
动能帮助减轻疲劳。

专家建议，每次长假前，最
好做个计划。如果是旅游，不要
把行程安排得太满，避免过多地
去拥挤的地方游玩，7 天假期不
要最后一天才到家，留出 2 天在
家休整，准备迎接工作日。如果
不打算出远门，也不要每天无所
事事在家刷手机，生活要有规
律，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比
如阅读、运动。每个人追求的放
松状态是不同的，不必一味去迁
就别人或者跟风，以自己感到舒
适为准。事实上，身心整体健康
水平是最关键的因素，健康水平
越高者会越追求有内涵的、有价
值的事物，越能够合理安排工作
和生活，问题就自然少了。

至于过了长假一个多星期还
调整不过来的人，平时可能就存
在一上班就不开心的情况，这些
人要问问自己是否缺乏价值感，
情绪是否有问题，如果自己不能
调整，应尽早寻求心理医生的帮
助。

如何摆脱节后综合征

在很多人眼里，痔疮手术是
非常痛苦的手术，能下定决心做
手术，已经是鼓起了十分的勇
气。所以，大多数人在上手术台
前，都会跟医生强调下：医生，您
一定要给我切干净啊！而一旦术
后出现伤口水肿或者愈合后还存
在赘皮组织，许多患者就会猜测：
是不是医生没有给我切干净呢？

随着现代手术技术和自动套
扎器、吻合器的广泛使用，以及止
痛手段的改进，如今，痔疮手术的
痛苦已经明显减轻。甚至术后很
多患者并没有感觉到明显的疼
痛，所以手术远没想像中的那么
可怕。这里，我们需要了解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痔疮都需要手术切
除。痔又叫肛垫，是人体正常的
器官组织，每个人都有，是起协助
排便作用的。只有出现了便血、
脱出等症状时，才叫痔疮。而只
有排便时有脱出，需要用手推回
去的，或者脱出难以推回去，或者
伴有严重出血，保守治疗无效的
情况下才需要手术。而对于脱出
无法回纳，疼痛很明显的可能就
要做急诊手术了。因此，痔疮手
术的目的不是将痔组织完全切
除，而是让肛门恢复到正常的功
能状态就行。换句话说，功能上
的痊愈才是痔疮手术痊愈的标
准。

专业的肛肠科医生在做痔疮
手术的时候，一定会设计好手术
切口，给病人的肛门保留好足够
的皮桥，避免伤口愈合后出现肛
门狭窄、肛裂等并发症。这样一
来，部分患者术后保留的皮桥就
会形成皮赘，给患者的感觉好像
没有切干净一样。而这种皮赘随
着时间的推移是会慢慢平整一些
的，实在觉得不适，也可在伤口愈
合 3 个月左右，打个局部麻醉剪
掉，手术只需要几分钟就
好，没有特殊情况，无需住
院，休息下即可回家。

因此，痔疮手术，尤其是
严重的环状混合痔患者，手

术中一定要保留好皮桥，不能单
纯地追求美观而切得平平整整、
干干净净，否则很容易导致术后
并发症，术后即使存在少量的赘
皮组织，也根本无需担心，只要肛
门功能恢复良好就行。而对于术
后严重水肿的，可先行保守治疗，
在术后保守治疗不好的情况下再
行局部修剪，这样就不会明显地
影响患者术后愈合和肛门功能。

痔疮手术，切得平平整整才叫切干净吗？
□市中医院肛肠科 王勇杰

本报讯 近期，市二医院
为一名颈脊髓损伤的患者成功
实施了“颈椎间盘摘除减压+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此项技
术的成功开展，实现了市二医
院在该领域的突破，填补了在

“颈椎病、颈椎折脱骨位、颈椎
脊髓损伤”中手术治疗的空
白，为颈椎病患者的治疗带来
了新的选择。

患者马先生，55 岁，河南
省南阳市方城县人，因高处坠
落伤致颈髓损伤伴四肢瘫，双
肩肌力2级，双肘肌力3级，两
手指肌力 0 级，双腕以下感觉
消失，双下肢肌力0级，感觉消
失，巴士征未引出，故于今年9
月 9 日入住于该院骨一科脊柱
外科组治疗。

病人由该科室主任王献军
医师接诊，诊断其为颈髓损伤伴

四肢瘫、颈椎间盘突出，胸椎间
盘突出，且颈髓压迫严重，需行
手术治疗以解除压迫，如不手
术，患者肢体肌力感觉很难恢
复。病人仔细询问了病情和各
种治疗方案的优劣后，决定在该
院进行手术治疗。

经过科内会诊，医生们为其
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及各种
风险并发症的预防处理预案。
手术组在对该患者实施全麻下
行“颈4/5、5/6椎间盘摘除减压+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经4小时
紧张、细致的操作，手术顺利
结束。麻醉复苏后，患者四肢
肌力感觉与术前相仿，无呼吸
困难等不适。该院护理人员对
其进行术后护理的指导，辅助
病人正确锻炼。现患者病情好
转中，复查结果满意，达到预
期效果。 （徐志康）

市二医院成功完成
首例“脊髓损伤”颈椎前路手术

持物不稳是颈椎病的症状之
一，颈椎病的上肢症状是持物不
稳。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是颈
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
经根综合征、颈椎间盘脱出症的总
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
础的疾患。主要由于颈椎长期劳
损、骨质增生，或椎间盘脱出、韧带
增厚，致使颈椎脊髓、神经根或椎
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功能障碍的
临床综合征。表现为颈椎间盘退
变本身及其继发性的一系列病理
改变，如椎节失稳、松动；髓核突出
或脱出；骨刺形成；韧带肥厚和继
发的椎管狭窄等，刺激或压迫了邻
近的神经根、脊髓、椎动脉及颈部
交感神经等组织，并引起各种各样
症状和体征的综合征。

颈椎病造成的持物不稳的预
防：

一、保持良好的坐姿或者体
位。

看书或者看手机的时候，不要

长时间窝在某一个角落，要适当换
换体位；看电视、玩电脑的时候最
好坐直，抬头挺胸，不要缩成一
团。保持良好的坐姿与体位，才能
避免或者减轻颈椎病。

二、提醒自己做颈椎操。
电脑面前坐了一段时间，要记

得离开座位站起来活动活动颈椎，
颈椎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不知
道怎么做，可以上网搜一搜，总结

起来就是旋转自己的脖子，做的过
程中注意避免用力过度拉伤脖子。

三、常常参加体育运动。
有很多运动项目都是可以锻

炼到颈椎的，例如打羽毛球、篮球
等等，涉及到抬头低头等动作。办
公学习之余，选择体育项目适当运
动，是保证健康最好的办法。

四、适当的枕头高度。
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

睡眠中度过，所以枕头的高度对颈
椎也有较大的影响。枕头高度的
选择原则是“仰卧低，侧卧高”。仰
卧者枕头高度为自己一个拳头的
高度即可，侧卧者枕头高度为自己
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为宜。

五、注意颈部的保暖。
冬天气温比较低，最好戴着围

巾或者用热水袋保证颈部的温
度。因为温度低，容易导致血液循
环不良，长期积累会形成肿块或者
更严重，所以，颈椎病预防应该从
颈部的保暖开始。

如何预防颈椎病引起的持物不稳
□市中医院骨科 翁岳嵩

重阳节前夕，市一医院巡回医疗队走进汇溪镇仙人桥村，与

市一医院医共体汇溪分院联合开展免费义诊活动，为当地留守

老人送医送药，宣讲健康生活常识。前来就诊的老人不住地说：

“谢谢政府，谢谢医生，现在的生活可真好。” 黄倍倍摄

☆家里安全吗?
不妨在父母的房子里转一转，

看看灯泡、插座是不是都亮，桌凳
摆放是否有序，热水器有没有问
题，水池里是不是有没洗的碗碟，
屋里报纸杂志是不是到处堆着，有
没有太多的过期零食等等。

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避免
跌倒意外，另一方面也可发现一些
反常现象，比如，发现锅被烧黑
了，应问问是不是烧菜时临时走开
忘了，往往可提示老人已存在不同
程度的记忆力损害，要及时评估是
否存在早期老年痴呆症;要是发觉
一向勤快的父母突然不愿做家务
了，做些轻微的家务就易疲劳，应
小心他们是否有老年抑郁症的倾
向。

☆体重是不是减轻了?
有人说：“有钱难买老来瘦。”

但要是体重无缘无故地轻了，就有
可能是不少疾病的征兆，比如癌
症、甲状腺病变、抑郁症、心脏病
或营养不良等。所以，一旦发现父
母的体重最近明显减轻，就应该动
员他们去医院做个必要的评估检
查。

☆生活可以自理吗?
观察父母的外表，看他们是不

是还在坚持一贯的卫生习惯。如
果没有，比如忽略了刷牙、洗澡、
扫地这样的生活细节，那么很可能
有了老年痴呆症、抑郁症，或者是
身体的什么地方很不舒服了。

☆精神状态怎样?
要留心观察父母的情绪。虽

然每个人都有心情好和不好的时
候，但如果父母情绪特冷淡或离
谱，那就应该注意了。问问他们是
不是感觉压抑或忧伤，这可能是老
年抑郁症的兆头。问问父母是否
还参加社会活动，是否还关心朋
友，这些都是观察精神状态的好方
式。

另外，老年痴呆症可不只表现

在记性不好、智能下降，有些老人
会突然由温和变得暴躁、由随和变
得固执等性格的改变，这时最好带
老人去做个老年痴呆的筛查评估。

☆起卧坐立有无问题?
观察父母走路的姿势，如果他

们走路不稳，或者走不了多远就要
休息，起码应该给他们配个手杖，
让他们走路更轻松一些、避免跌
倒。

如果父母特别容易跌跤，子女
就需注意了。因为频繁跌跤可能
是老年痴呆症最早期的特征，因为
老年痴呆的疾病发作会涉及运动
协调能力的改变。

☆身体状况有无改变?
最近有没有一过性的视物模

糊、一侧手脚麻木无力、讲话不清
楚、头昏头痛、胸闷胸痛等不舒服?

中风、心脏病是中老年人健康
的“头号健康威胁”!其实，在发生
急性中风、心肌梗死前绝大多数都
有一些上述的预兆。与父母聊家

常的时候问问这些问题，如果最近
发生过这些症状，即使感觉可以很
快完全自愈，也要尽早陪着父母来
到脑血管、心血管门诊得到必要的
评估和干预。

☆睡眠、血压、血糖控制
怎么样?

人的睡眠仅次于“呼吸、心跳”
的重要生理功能。如果发现父母
已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尤其
存在“入睡困难(入睡超过 30 分
钟)、易醒多梦、早醒”等问题，建议
尽早寻找专业医生帮助，这可不是
自己想调节就能调节的，或许已提
示大脑代谢功能早期衰退。

另外，有些上了年纪的父母
亲，还存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
病，疾病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不
能导致动脉硬化、中风、心肌梗死
等并发症，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血
压、血糖得到规范的治疗和控制。
记得看看父母亲笔记本上最近记
录的血压、血糖值，心里更踏实。

（来源：健康时报网）

国庆假期，相聚太短，亲情太浓，回家团圆的子女，除了
吃顿团圆饭，临行前也要多留意爸妈的变化，包括身体的、心
理的、居住环境的。看似微小，却可能透露不少健康信号。

下面7个问题，可以帮你快速锁定可能发生在父母身上
的疾病苗头，在体检之外，防微杜渐。

细心细心，，才才是最好的孝心是最好的孝心！！
别忽视爸妈别忽视爸妈身体这些变化身体这些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