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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犯了错，结果会打折
刘绍辉

每到年末，各单位的体检高峰
也如约而至。不过，一些错误的认
识和做法，可能让体检结果打折，
让大家错过揪出疾病的机会。本
期，为大家总结几个体检中常见的
误区，以后注意避免。
误区一：体检前不用做准备。
体检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当前健康
状态，为了体检结果不受影响，应
注意以下几点：1.体检前勿大量饮
酒、大鱼大肉、熬夜或短期剧烈运
动。2. 体检前一天晚餐后不应吃
东西，但可以喝少量水。因为采
血、肝胆 B 超都需要在空腹状态下
进行。3.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
等慢性病患者应照常吃药，以免引
起心脑血管意外。4.体检当天宜
轻便着装，不戴隐形眼镜、不化妆、不戴首饰，
女性月经期不做妇科检查及尿检。
误区二：检查费用高、项目“高精尖”的
好。人们往往喜欢“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对
于体检，越贵的方案自然包含的检查项目越
多，反映身体健康状况也越全面。但怎么才能
最经济实用？建议从普通筛查项目开始，循序
渐进，项目尽量覆盖多系统。同时，应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选择个性化体检方案，才能得到全
面科学的体检结果。
误区三：所有年龄段的人检查项目都一
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疾

病谱是不一样的，疾病发生往往也与遗传、生
活环境和习惯密切相关。建议不妨选择“1+
X”个性化体检方案，即基础检查“1”+专病（或
专项）风险筛查“X”。基础检查评估基本健康
状况，再综合家族病史、既往疾病史、个人生活
习惯等选择一项或多项专病风险筛查，可实现
个性化和深度化体检。
误区四：嫌麻烦不验尿和便。尿检是肾
脏、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第一道风向标，且敏
感性高。大便隐血试验可检测到肉眼看不见
的胃肠道出血。若放弃大小便检查，极有可能
错失早期发现疾病的良机。

误区五：怕辐射不拍胸片。很
多人“谈 X 线色变”，体检不拍胸
片，这其实是得不偿失的行为。拍
胸片可大致了解胸部情况，发现部
分支气管疾患、结核、肺癌等。拍
一次胸片的辐射量很小，仅相当于
7~10 天自然辐射量，对普通人身体
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孕妇或计
划 3 个月内怀孕的女性可不拍胸
片。
误区六：只重视心肝肺，忽视
耳鼻眼口。若体检时放弃五官科
检查，可能错过发现很多疾病或癌
前病变的机会。耳鼻喉科不仅可
发现大部分急慢性炎症，还可筛查
浅表肿瘤。眼科对青光眼、白内
障、眼底出血等常见病检出率非常
高。口腔科除了可发现牙齿和牙周问题，更能
发现口腔黏膜癌前病变，如黏膜白斑、纤维化
等。
误区七：看到检查呈“阳性”就害怕。
“肝功
能异常”
“高血脂”
“甲状腺/乳腺/肺结节”……
一本厚厚的体检报告可能会罗列几条甚至十
几条“阳性发现”，很多人常被吓得寝食难安。
正确做法是，拿到体检报告后，先仔细阅读结
果、解释及主检医生建议。大型体检机构通常
会提供专业检后咨询，由医生面对面答疑解
惑，这也是获得靠谱
健康话题
医学知识的好机会。

老年人头晕啥原因
范建民

读者谭先生问：我今年 75 岁，有高血
压，吃药后一般控制在 140/80 毫米/汞柱，
血脂有一点高，血糖不高。半个月前开始
头晕，吃降压药大活络丹、安宫降压丸后
可缓解。请问头晕是怎么回事？
专家解答：头晕是老年人常见的症状
之一，一般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
1.季节影响：到了冬天，温度变低，容
易引起脑部小血管痉挛，导致血流减少，
脑供血不足；冬季饮水较少，水分蒸发流
失较多，易引起血液黏稠度增高，血流变
缓，导致脑部血流量相对减少，引起头晕，
同时也增加了脑部血栓的形成及脑梗塞
的风险。
2.精神因素：紧张、焦虑、恐惧、生气等
都可以引起短暂性血压升高，高血压会增
强脑动脉的搏动感，进而对脑组织形成冲
击和振荡，引起头晕。老年人常常睡眠不
好，睡眠不足也会引起头晕。
3.进食、体位影响：饭后血液更多地供
应到胃部来消化食物，脑部的血液相对减
少；站立时候，血液受重力影响，上面的器
官尤其是脑部的血液分布相对减少，这些
都会引起头晕。
4.降压药物影响：有些降压药会减慢
心率，长期服用有可能引起心动过缓，也
会导致脑供血不足，
引起头晕。
此外，耳部疾病、眼部疾病、感冒等也
会引起头晕。但冬天是心脑血管意外高
发季节，特别是老年人，尤其要警惕合并
心脑血管疾病，建
健康常识
议及时就医。

具 ；伴 侣 面
前，我们需要
戴上忠诚体
贴的面具；孩
子面前，我们
需要戴上榜
样的面具。
时间一久，我
们在别人心
中的样子已
经定型。为
了维持这些
形象，有些话
出口之前，就
不得不想一
想能不能说。
另一方
面，当我们说
出的话与平
时形象不符时，也很难得到周围人的支
持和理解。比如，一个天天乐呵呵的人，
即使在诉说很悲伤的故事，别人也会觉
得没那么忧伤；而一个平时负能量的人，
即使心情保持平静，别人也会怀疑他今
天是否过得好。所以，有时说几句话还
要解释半天，
实在心累。
陌生人不一样，由于不在一个生活
圈，不知道彼此的姓名、身份、样貌甚至
性别，交流时可以不戴任何面具，可以安
心地展示自己的任何一面。因为无论说
什么，都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形象崩塌，也
不需要担心关系破裂，更不用担心秘密
泄露或者被拒绝，自然可以展现被深深
掩藏的自我。
从心理咨询角度看，找陌生人或者
找一个不透露姓名的平台，倾诉自己的
故事，对缓解压力、促进身心健康很有好
处。但要提醒大家的是，一旦陌生人关
系变成另一种关系，展示真实自我就变
得困难了。所以，对待时常倾诉的陌生
人，
要把握好进退分寸。

为何爱向陌生人倾诉
尹绍雅

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无聊的人会
找陌生人聊天打发时间，后来发现几乎
每个人都有向陌生人吐露心声的经历，
尤其在失眠、失意、孤独以及心中藏有不
可告人秘密的时候，最喜欢“随便找个人
说说话”
。
为什么有时候宁愿向陌生人倾诉，
也不愿意找身边朋友聊心情和委屈？失
恋的人跟我说，因为故事已经说了千万
遍，身边人都听烦了，自己不愿在他们眼
中是祥林嫂的样子；悲伤的人跟我说，因
为人人都有不如意，何苦让亲朋好友承
担自己的负能量；失意的人跟我说，纵使
失败也不愿意示弱，一直以优越者自居，
突然失意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理由千奇百怪，但根本原因，就是我
们都在寻求一种可以展示真实自我的安
全感。在熟悉的场合，我们的很多特质
已经定型，往往很难展示不利于自己的
一面。每个人都戴着“人格面具”生活。
父母面前，我们需
心航塔台 要戴上乖孩子的面

眼底和心脏有关吗
陈彬川

读者余女士问：我今年 65 岁，前段时间
常规体检查眼底时，医生说我眼底血管比
较细，需要注意动脉硬化的问题。为何心
脑血管疾病还跟眼睛有关？
专家解答：因为视网膜很敏感，是全身
唯一可直接、无创观测血管及全身微循环
的机体组织，视网膜上的一些变化能反映
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状况。从眼睛的血丝
分 布 、充 血 情 况 能
医生的话
分辨一个人的心脏

负荷。如果眼底血管变细，很有可能是眼
底动脉硬化，这就意味着患者身体其他部
位血管变窄的可能性就更大。许多患老年
性眼底动脉硬化的人，全身动脉血管多有
硬化。因此，需要进一步检查，以明确全身
其他部位的动脉硬化情况。
患高血压、糖尿病的中老年人，除了积
极地控制全身疾病，还建议每隔 3~6 个月检
查一次眼底，争取早发现问题，早采取针对
性的治疗措施。

舌头灼痛用黄芪党参
蒲昭和

读者刘女士咨询：我今年 48 岁，近
一年有更年期症状，舌头老感到像被烫
了一样，疼得厉害，严重影响生活。朋
友给我推荐一个药方：黄芪、紫苏叶、大
枣、神曲、枳壳、白术、炒麦芽各 15 克，党
参、桂枝、白芍、干姜、炙甘草、制附片、
茯苓、砂仁各 10 克，葛根 20 克，连翘、藿
香、柴胡、槟榔各 9 克。水煎后分 3 次服
用，每日 1 剂，共服 30 剂。不知道是否
可行。
专家解答：舌痛原因复杂，除了舌
肿、舌疮、外物刺伤等可引起外，中医所
言的“舌痛”，即灼口综合征，多与人体
脏腑功能失常（如脾气虚、肝肾阴虚）有
关。特别是老年人或更年期女性出现
舌痛缠绵不愈，常是因脾阳不足，气机
失畅而引起虚火上炎所致，治疗讲究
“从脾论治”
。
上方是温中补虚之黄芪建中汤（饴
糖、桂枝、芍药、生姜、大枣、黄芪、炙甘
草）加减。加制附片、白术以温阳化气
行水；神曲、麦芽以消食导滞；砂仁、槟
榔、茯苓助健脾胃、消除腹胀；枳壳、柴
胡、葛根、连翘可以调畅气机，清透虚
火、郁热。诸味配伍，具有温阳健脾、调
畅气机、清透虚火或郁热的作用。舌痛
患者如果有食欲差、食后腹胀、便溏、疲
倦、乏力、怕冷等脾阳虚表现，并兼有潮
燥、心烦（或抑郁）、口干、失眠、出汗等
症状，即符合脾阳不足引起的气机失
畅、虚火郁热。符合以上主症之舌痛，
可选服上方，每日 1 剂，7 日 1 疗程，连服
2~4 个疗程。一般 1 个疗程后，舌痛明
显减轻或消失。服药期间，应忌食生
冷、刺激性食物，
专家建议 适 当 运 动 ，多 喝
温开水。

饮食环境好，
饮食环境好
，孩子蛀牙少
张冕

甜食、油炸食品总是让孩子难以抗
拒，如果没有良好的牙齿清洁习惯，可
能加速蛀牙找上门。
《美国预防医学杂
志》刊登新研究发现，为孩子们提供健
康的饮食环境，有助于保护口腔健康。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研究人员 2008
年、2011 年完成两次数据研究，走访 200
所学校，分析了影响 330 名学生口腔健
康的各种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学校食
物环境和预防项目等。结果显示，提供
健康的饮食环境对儿童口腔健康可能
产生更多好处。研究负责人特蕾西·巴
尼特表示，学校及家庭采取的预防措施
对 保 持 8~10 岁 孩 子 的 口 腔 健 康 很 重
要，但糟糕的学校食品卫生状况是导致
儿童蛀牙的主要原因。学校内外的食
物选择差异大，会影响儿童的健康状
况。饮食环境通常与儿童肥胖挂钩，但
很少和蛀牙问题联系起来。研究者建
议，将口腔安全作为健康促进计划的一
部分，像重视肥胖
医学发现 一样重视儿童口腔
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