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核病有了新特点
曾有科学家乐观地预言袁

2000 年人类会消灭肺结核遥 但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袁 结核
病疫情却在世界范围内急剧恶
化袁1993 年袁 世界卫生组织宣
布 野全球结核病处于紧急状
态冶袁把结核病列为重点控制的
传染病之一遥 业内专家许绍发
告诉记者袁 如今的结核病呈现
出一些新特点遥

发病人群变化遥 首先袁儿童
新发病例升高遥 2015年全球估
计有 1040万新发病例袁其中 100
万为儿童病例遥究其原因袁第一袁
孩子养得太细致遥 从怀孕到生
养袁家人生怕环境里有野脏东西冶
危害宝宝袁这使得胎儿尧婴幼儿
难以形成有效的自身免疫能力遥
第二袁孩子的饮食结构体现为蛋
白质尧糖类多袁维生素尧电解质
少袁难以提供综合尧全面的营养袁
抵御外界入侵的能力下降遥 第
三袁结核分枝杆菌是一种野狡猾冶
的细菌袁基因组经常变化袁接种
的卡介苗防护作用有所下降遥第
四袁有的家长经常带孩子去人员
密集的公共场所袁接触病菌机会
增加遥其次袁老年人患病增加遥流
调显示袁活动性肺结核在 75~79
岁组达到高峰遥 许绍发解释说袁

这一方面与人均寿命增长有关袁
另一方面与各类慢病的患病率
升高有关遥 尤其是糖尿病袁能大
大提高结核病的发病率遥研究显
示袁 结核菌携带者的发病率是
5%~10%袁若伴有糖尿病袁发病率
将达 30%遥 再次袁非易感人群患
病增多袁主要是白领和学生遥 由
于社会压力大袁 生活习惯不好袁
锻炼减少袁饮食不均衡袁很多年
轻人的身体素质下降袁让结核有
机可乘遥

防控是社会文明的体现
从社会层面看袁结核病控制

效果是社会文明的体现遥 野随地
吐痰就是很容易传播结核的一
种不文明行为遥国家要创造卫生
环境袁 在公共场所配备卫生纸尧
垃圾箱曰 行人遇到要吐痰的人袁
也不妨递上一张纸遥 冶许绍发说袁
公众还应破除歧视袁不要让达到
临床治愈标准尧不再排菌尧没有
传染威胁的结核病人在求学尧就
业中遭遇歧视遥

就个人而言袁应从结核病传
播的 3个环节入手加以阻断遥第
一袁控制好潜在传染源遥 我国已
颁布了叶传染病防治法曳袁让排菌
患者在科学管理下接受治疗袁但
效果并不好遥 专家提醒袁活动性

结核病患者应提高社会责任感袁
在排菌期约束自己的行为袁少去
公共场所遥

第二袁 加强传播途径的管
理遥 结核菌生存力很强袁可通过
飞沫传播袁传播范围广袁危害时
间长遥 建议患者出门戴上口罩袁
回家妥善处理袁比如烧掉或包好
扔进垃圾桶遥 如忘戴口罩袁要主
动与人保持 1 米以上的安全距
离袁咳嗽或打喷嚏时袁有意识地
用前臂内侧捂住口鼻袁但不建议
用手捂遥

第三袁健康人群要有意识地
避开结核遥 平时出门袁尽量少去
人员密集场所袁 尤其不要经常
带孩子前往曰 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袁劳逸结合袁适量运动袁保
证营养曰不随地吐痰曰室内经常
开窗换气遥 流调显示袁公众对结
核病的知晓率仅为 57%袁与叶全
国结核病防治规划 曳 提出的
80%目标还有很大差距遥许绍发
提醒袁人人都应了解以下知识院
肺结核是严重危害健康的慢性
呼吸道传染病曰如咳嗽尧咳痰 2
周以上或痰中带血丝袁 应怀疑
得了肺结核曰 疑似结核应到县
区级结防机构诊治曰 只要坚持
正规治疗袁 绝大多数肺结核患
者都可以治愈遥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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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过度透支身体
夏季葱茏袁23岁到 44岁的青壮年

褪去了少年的懵懂青涩袁进入了心智成
熟尧精力旺盛的人生野夏季冶遥

这一年龄段的人袁往往上有老下有
小袁生活上克服万难袁职场上摸爬滚打遥
虽然精力充沛袁但不时身体也会拉响警
报遥 叶2016北京白领健康白皮书曳调查
显示袁超过一半的上班族不运动袁每周
加班超过 5小时袁颈椎病尧肥胖尧慢性咽
炎等成为京城白领最常见的慢性病遥近
些年袁因熬夜尧加班猝死事件时有发生袁
罹患绝症的也不少见遥

被称为野三明治冶的青壮年除了上
有老下有小袁 还有婚姻和工作等压力袁
大约一半的青壮年深感抑郁袁 加上失
业尧离婚等重大生活变故都容易导致身
心疾病遥 吸烟尧酗酒尧熬夜尧饮食不规律
等恶习都在侵蚀青壮年健康袁一项数十
万职场人健康调查发现袁中年人恶性肿
瘤发病率正在逐步上升遥

青壮年也应关心自己袁不要认为自
己年轻就野挥霍冶健康遥

平稳过渡防抑郁
秋收金黄袁45岁到 66岁袁 提醒着人们收起夏季的

蓬勃旺盛袁以稳定的心绪应对秋季的肃杀之气遥 野秋季冶
是一个转折点袁要学会让身心平稳过渡遥

中年人的脏腑功能逐渐衰退袁肌肉量流失袁骨密度
下降袁逐步进入更年期袁迈向老年阶段遥 对于中年女性
来说袁 激素变化尧 潮热等绝经前的变化会导致睡眠困
难尧抑郁症尧经前期综合征等症状遥 离退休也是生活中
的一次重大变动遥 很多人因不能适应新的社会角色袁产
生焦虑等心理障碍袁往往容易引发其他生理疾病袁影响
身体健康遥

研究显示袁社会支持有助于防止或缓解中年抑郁遥
与朋友保持联系的中老年人健康指数高袁患病风险低遥
可以多做一些让自己感觉舒服的事情袁比如袁去健身房
做瑜伽或深呼吸等运动袁和朋友一起外出旅游等遥

管住慢病安度晚年
秋收冬藏袁步入老年后袁所有的器官都在发生功能

性退化袁人体代谢相对缓慢袁各种疾病也陆续找上门遥
2014年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的 野北京居民健康期望寿
命冶 显示袁18岁组人群的健康期望寿命只有 58.17岁遥
也就是说袁在整个野冬季冶袁大多数老人都会在疾病和不
健康的状态下度过袁 带病生存成为一种常态遥 67岁到
88岁袁要避免操劳袁管好慢病袁并非易事遥

进入人生野冬季冶袁老人要警惕心血管尧骨骼尧认知
功能等方面的健康问题遥 如 60岁后中老年人心血管疾
病患病率达 39%袁死亡率也急剧上升遥 50岁以上中老年
人每年因骨质疏松导致约 37万起骨折事件袁60岁后发
生率急剧升高遥 调查显示袁中老年轻度认知功能异常患
病率比十年前增加 85%遥

饮食上袁少吃大鱼大肉袁多补充牛奶尧豆制品尧海产品
等高钙食物袁避免心血管问题和骨质疏松的发生遥规律作
息袁适度锻炼袁少爬山尧爬楼梯袁保护好膝关节遥 赵可佳

老人几乎是每个家庭中话
最多的人了遥可能几句话能说清
的事袁他却说个没完没了曰只是
犯个小小的错误就被他喋喋不
休曰 一说起退休前的那点儿事袁
他就根本停不下来噎噎如果老
人这样的唠叨曾经让你无法忍
受袁甚至厌烦袁那么现在袁你应该
庆幸了袁因为这充分说明袁您家
的老人心理健康尧 大脑灵活袁并
且因为这个爱唠叨的习惯袁他还
会比一般老人更长寿遥

音老人唠叨有原因
野多穿点袁 外边冷冶袁野多吃

点袁 别饿着冶袁野怎么我说什么你
都不听冶袁野我之前在单位的时
候冶 噎噎这些千篇一律的话袁任
你耳朵听出了茧子袁老人却每天
雷打不动地唠叨袁有用的没用的
从早说到晚遥 为什么人到老年袁
就都变得这么爱唠叨呢钥

心理学研究指出袁人的心理
要获得健康袁需要各种环境因素
的丰富刺激遥 如果缺乏这种刺
激袁 人就会变得呆板而神经过
敏遥老年人从工作或劳动岗位退
下来后袁就会把注意力过分集中
在一些野不顶用冶的事情上遥譬如
热衷于回首往事袁 因而喋喋不
休曰晚辈下班回到家之后袁老人
就会尽情倾诉心中郁积之言曰年
轻的儿女在生活习惯尧思维方式
上和老人有诸多不同袁老人需要
不停说话来表达反对并提出自

己的意见遥 上述原因袁导致大部
分步入老年的老人都不可避免
地成为一个爱唠叨的人遥

音唠叨有何好处
唠叨让心理更健康遥美国白

宫的保健医生曾给布什开过一
个减压秘方院话疗袁每星期至少
与家人交流 15 个小时以上曰夫
妻之间每天至少交流两个小时袁
包括共进晚餐或是午餐遥这个减
压秘方袁似乎完全可以总结为两
个字院唠叨遥同理袁如果老人每天
不爱唠叨袁甚至不爱说话袁总把
不顺心的事埋在心里袁 日积月
累袁就变得食不知味尧睡不安稳袁
容易使神经系统的防御功能和
脏腑功能失调袁 让疾病趁虚而
入袁如原发性高血压尧脑动脉硬
化尧冠心病尧肿瘤等遥而如果面对
这些不顺心的事儿袁老人们能够
通过意义简单尧琐碎的语言唠叨
出来袁则有助于他们释放压力和
不安全感袁潜在的抑郁都被语言
释放出来袁老人身心更健康遥 此
外袁无论是和家人唠叨袁还是跟
外人唠叨袁都说明老人愿意与人
交流袁避免了与外界隔绝袁这是
一种十分健康的心态遥

音帮助老人多唠叨
以后老人再在你耳边唠叨

的时候袁千万不要说袁野您别再唠
叨了冶袁相反袁为了老人的健康袁
要让不爱说话的老人变得唠叨袁

让本就唠叨的老人尽情唠叨遥对
于一些家务事袁多让老人发表看
法袁使老人充分参与曰对老人责
怪性和抱怨性的唠叨袁小辈们要
不急不躁袁少反驳袁多点头袁多逗
老人开心曰对老人唠叨的话要完
成其中的一部分袁让老人觉得自
己说的话有人听袁有人尊重他的
意见袁这些袁甚于一些给老人买
礼物尧买补品的孝心方式袁是对
老人最大的孝心遥
当然袁 对一些特殊情况则要警
惕袁 比如老人突然喜欢自言自
语尧说话杂乱无章尧说过就忘尧答
非所问袁反应迟钝等袁这可能是
认知障碍症的先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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