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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可以安神助眠？
其实这4种米“助眠”更好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韩飞介绍，在很多医学记载
中，都提到小米有健脾健胃功能，其中
对安神也有提到。小米含色胺酸，可以
转化成五羟色胺，对睡眠有一定帮助。
不过，很多谷物里的色氨酸含量差距
不大，并不是说小米里独有色氨酸。因
此，安眠并非小米最突出的功效。

韩飞介绍，有4种米的助眠效果比
小米好。γ-氨基丁酸是一种抑制性
神经递质，可抑制大脑神经系统的兴
奋性，从而改善失眠症状。γ-氨基丁
酸在这些谷物里含量较高：

1 .青稞中的γ-氨基丁酸含量约
为每100克68毫克。

2 .燕麦中的γ-氨基丁酸含量约
为每100克46 . 6毫克。

3 .藜麦中的γ-氨基丁酸含量约
为每100克44 . 6毫克。

4 .发芽糙米中的γ-氨基丁酸含
量约为每100克44 . 6毫克。

多吃白色食物能养肺

通过食疗养肺，白色食物比较合
适，因为肺与白色相对应，白色食材大
多是滋阴润燥的。如白萝卜、白菜、蜂蜜
等。中药材则有杏仁、山药、茯苓、白芝
麻、百合、莲子、芡实等。另外，长期抽烟
的人，也可以多吃点荸荠，可清肺化痰，
帮助肺部排毒，有益肺部健康。

养肺穴位推荐：膻中穴，位置在胸
部，横平第4肋间隙，前正中线上，两乳
头连线的中点即膻中穴。

按揉膻中穴可改善肺部气机不畅，
还能清热化痰，保持呼吸通畅。

用食指或中指的指腹按揉膻中穴3
分钟—5分钟，力度要适中，不可过重。

巧用杏仁止咳平喘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中医科
主任医师马丽红介绍，杏仁味甘、温，
主咳逆下气，能够止咳平喘。

推荐桑杏饮(简化版)，桑叶6克、
杏仁5克(10颗左右)、甘草6克(10片左
右)，放入水中煮沸，待药汤变温后饮
用，可以清肺热、止咳润肺、平喘止咳。

适合发热初期或恢复期的患者，
有咳嗽，嗓子痒、余邪未尽的情况下服
用。如果正处于高烧，或者痰很多的情
况下不适合服用。

临睡前补钙效果好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
科主任医师苗旭东介绍，最佳补钙时
间是临睡前，因为骨骼对钙吸收力度
最大是夜间。血液中钙的浓度在后半
夜和早晨最低，因此在临睡前补充钙
片，能增加血液中钙的浓度。

不过，像胃酸减少或萎缩性胃炎，
本身胃酸分泌就少，晚上分泌更少，那
么这种人更强调随餐吃钙片。此外，要
注意少量多次，比如补六百毫克钙，如
果早餐、中餐、晚餐各补两百毫克，可
能比一次性补充六百毫克会更好。

泡腾片能让维C更好吸收

泡腾片由于产生大量气泡，可以
让维生素C迅速溶解、更好吸收，所以
泡腾片吸收率很快，10—20分钟就可
以被吸收。市面上泡腾片种类很多，其
中 维 生 素 C 含 量 约 为 5 0 0 m g —
1000mg，并不是维生素C越高越好。比
如婴幼儿并不需要那么多维生素C。
因为在平时饮食中，会正常摄入维生
素C，再补充泡腾片，反而对身体造成
负担。 小健

没摔过跤也可能会骨折
医生提醒，骨质疏松治疗要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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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
更“偏爱”女性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
低下，骨组织微结构损坏，导致
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
征的全身性骨病，可发生于任
何年龄，但多见于绝经后女性
和老年男性。

“人体骨骼代谢是一个动
态过程：成年以前，主要以骨生
长为主，因而身体能够长高；成
年时，骨生长和骨吸收相对平
衡；到了老年，骨吸收超过骨生
长速度，会逐渐出现骨质疏松，
身高也逐渐变矮。也就是说，随
着年龄增长，人体骨骼状态会
逐渐变差。从骨质开始丢失到
骨质疏松，是一个缓慢过程。疏
松的骨头就好比是泡在水里的
木材，泡的时间越长，木材强度
越差。同样，缺钙时间越久，骨
质疏松越严重，骨质量就越
差。”邹德波介绍。

骨质疏松症可分为原发性
和继发性两大类，原发性骨质
疏松症，又分为绝经后骨质疏
松症(Ⅰ型)、老年性骨质疏松
症(Ⅱ型)和特发性骨质疏松
(包括青少年型)三种。

其中，绝经后骨质疏松症
一般发生在妇女绝经后5—10
年内，老年性骨质疏松症一般
指老人70岁后发生的骨质疏
松，而特发性骨质疏松主要发
生在青少年，病因尚不明。

继发性骨质疏松症是由其
他疾病或药物引起的骨质疏
松，如糖尿病、甲状旁腺功能亢
进症、类风湿性关节炎、肾脏功
能衰竭、器官移植术、服用糖皮
质激素等。

根据流行病学资料估算，
目前我国骨质疏松症患病人数
约为9000万，其中女性约7000
万。也有调查显示，我国有超过

三分之一的50岁以上女性，都
是骨质疏松患者。

“激素与骨代谢有密切关
系，当女性绝经或进入更年期，
体内雌激素含量会下降，骨质
丢失速度会明显大于骨质形成
速度，这是导致中老年女性尤
其是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的主
要原因之一。”邹德波说。

此外，长期吸烟、长期喝
酒、营养不良、缺乏运动等因
素，也会加速骨质疏松的发生。

需要注意的是，骨质疏松
症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如果
年轻时缺少运动，尤其是女性，
也容易患病。

骨折是常见“症状”
也是严重并发症

与骨质疏松高发病率不相
称的，是其低知晓率、诊断率和
治疗率。

邹德波坦言，骨质疏松发
病隐匿，最初可能没有任何临
床症状，也可能只出现轻微的

腰疼，会被很多人误以为是腰
肌劳损、过度劳累等。即便出现
身高变矮、驼背，也常被忽视。

临床中，很多患者都是在
发生脊柱、髋部骨折等并发症
时，才发现骨质疏松的存在。

“脆性骨折是骨质疏松症
患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也是
严重并发症之一。”邹德波介
绍，脆性骨折是骨质疏松症的
严重后果之一，易发生于脊柱、
髋部、桡骨远端、肱骨近端等部
位。脊柱是脆性骨折最易累及
的部位，发生于脊柱的脆性骨
折，会引起胸背部、腰部疼痛，
活动受限，局部后凸畸形，躯干
失去平衡，严重者压迫神经造
成下肢运动及大小便功能障
碍。而髋部骨折又被称作“人生
的最后一次骨折”，老年人发病
后，容易导致长期卧床，致残率
及死亡率很高。

邹德波指出，很多人认为，
骨质疏松症无法逆转，治疗也不
会有效果，吃点药改善症状就可
以。也有人认为，吃钙片、补充维

生素就能治疗骨质疏松。其实，这
些认知都是片面的。实际上，骨质
疏松的防治需要综合干预，干预
越早，效果才越好。

以脊柱脆性骨折为例。脊
柱脆性骨折首次发生于1-3个
椎体，治疗通常需要快速止痛
和提升骨质量两个重要方面。
临床上可以通过微创手术，快
速有效缓解因骨折引起的疼
痛。如果不进行有效治疗及预
防，可能发生第二次甚至多次
骨折。极端情况下，个别患者还
会一次性发生多个椎体骨折。

“部分患者可以在骨折椎
体畸形状态下，达到骨性愈
合，症状减轻或消失，不需要
手术治疗。”邹德波介绍，在未
经过严格保守治疗的脊柱脆
性骨折患者中，大约1/3患者
的椎体骨折将不会自行愈合，
背部疼痛一直存在并逐渐加
重，并有可能进一步压迫神
经，产生下肢无力麻木等症
状。对于此类患者，只能通过
开放性手术治疗。

青年时期要最大限度
提高骨峰值

邹德波提醒，骨质疏松是
一种慢性疾病，预防需要长期
坚持。

“在未发生骨质疏松时，要
维持好骨密度。”邹德波介绍，
青年时期最大限度提高骨峰
值，是预防老年骨质疏松的最
佳措施。从儿童开始，就要注意
膳食营养，多吃含钙、磷丰富的
食物，少喝浓咖啡、浓茶和碳酸
饮料，少吃糖和盐，尽可能丰富
体内钙库。坚持科学的生活方
式，如进行体育锻炼，接受日光
浴，不吸烟，少饮酒。

发生骨质疏松后，应使用
抗骨质疏松药物，抑制骨质疏
松进一步发展。

对于绝经妇女等高危人
群，要定期监测骨密度，及时应
用药物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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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期间，血小板刷刷下降可咋办
记 者 韩虹丽
通讯员 孙方雷 孙硕

“化疗药物无法选择性地
杀伤肿瘤细胞，因此，应用时
也会杀伤正常的白细胞和血
小板、骨髓造血干细胞，破坏
骨髓造血微环境，并抑制骨
髓，从而导致一系或多系血细
胞减少，临床称之为化疗相关
性骨髓抑制。”山东省妇幼保
健院乳腺甲状腺外科主任朱
坤兵介绍，正常人每立方毫米
血液中，大约含有10万-30万个
血小板，寿命平均为8-12天。当
患者接受化疗后，因化疗药物
的作用，导致外周血小板计数
低于100×109/L，称为肿瘤化
疗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CIT)。

对肿瘤病人来说，血小板
减少症在化疗、放疗期间都可

能出现。朱坤兵说，它是比较
常见的化疗相关性血液学毒
性之一，可增加出血风险，延
长住院时间、增加医疗费用、
严重时可导致死亡。

根据血小板减少程度，患
者可出现不同临床表现。“轻者

可无明显体外表现，或有皮肤
出血点、淤斑，牙龈渗血、鼻衄
等；重者可表现为脏器出血：如
呕血、血尿及脑出血等。”朱坤
兵说，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

出现血小板减少时，要和
医生沟通，医生会根据减少的
程度给予具体的治疗方法。

“血小板轻度减少时，可以
口服药物治疗，出现2级以上血
小板减少时，建议注射促血小
板生成素、IL-11(白介素-11)、
口服海曲泊帕乙醇胺片、口服
罗米司亭等药物治疗。”朱坤兵
说，在出现严重的血小板减少
或临床出血倾向明显时，建议
输血治疗(如输注血小板)。

在治疗期间，要根据血小
板减少的程度，密切复查，关注
血小板变化趋势，同时和主管
医生沟通，必要时调整化疗方

案。后续化疗时，需要预防性用
药，防治血小板减少。

血小板减少是化疗后的常
见副作用，一般是化疗停药后
逐渐下降的，化疗后第7—14天
降至最低值，随着时间延长，血
小板会呈上升趋势。化疗的疗
程越多，因为累积效应，血小板
减少程度也可能会加重。

朱坤兵表示，患者可加强
饮食营养。保持充足的蛋白质
和维生素摄入，同时预防出血。

食物避免太粗糙，刷牙要
轻柔，避免跌倒与外伤，有牙
龈和鼻腔出血时注意保护黏
膜，可用生理盐水漱口和洗
鼻，改善便秘等症状，避免用
力大便、打喷嚏等。

如果出现了化疗相关性血
小板减少症，不要过度紧张，及
时发现，及时就医。

化疗的副作用不容忽
视。相信很多接受过化
疗的患者并不陌生，化
疗后进行血液检测，部
分患者总会出现“血小
板减少”，临床上称之为

“肿瘤化疗相关性血
小 板 减 少 症
(CIT)”，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现
象？患者又该如
何应对？

在威胁居民健康的诸多疾病中，
骨质疏松的防治，正面临“患病率高
而知晓率、诊断率、治疗率低”的严峻
挑战。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以下简称“山
一大一附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邹
德波介绍，绝经后女性和老年男性是
骨质疏松发生的高危人群，由于发病
隐匿，临床中很多患者都是在出现脊
柱、髋部骨折等并发症时才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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