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中国行·为幸福“加分”

联办
健康南阳行动健康知识系列讲座②
南阳市卫生健康委 南都晨报社

前列腺急性尿潴留
紧急处理办法

“参加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
体质”， 早已不是一句喊喊而已
的口号，而是全社会的共识。 随
着全民健身的开展、生活水平的
提高，对于运动健身，大家认识
越来越深刻、 重视越来越提升、
需求越来越强烈、目标越来越个
性化，顺利完成从“要我做运动”
到“我要做运动”的转变，转而探
讨为什么参加体育运动、参加哪
些体育运动、 怎样参加体育运
动，问题导向、对标施策，以更科
学、更精准、更合适的方式、方法
实现参加体育运动的既定目标。

围绕广大健身爱好者普遍
关注的热点，美斯健身俱乐部健
身指导教练李娜建议大家选择
专业健身机构，在专业教练指导
下，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针对
性地选择运动项目、制订健身方
案，以科学、有效的方式、方法实
现健身目标。 李娜说， 目前，健
身爱好者参加体育运动的目的
更明确、需求更个性，除强身健
体外，还希望能够借此塑造完美
体型、管理个人情绪等，而专业
健身机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

“专业”， 专业项目配备专业设
备，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指导，为
运动更科学、 健身更有效提供
有力保障，可以说是“健与美的
‘孵化室’”———

因为专业，运动更科学。 一
般来说，大多数健身爱好者选择
在自己习惯的时间段进行自己
喜欢的体育运动， 或早或晚，或
沿着马路两侧骑行，或在游园步
道上跑步，或于健身路径的运动
器材上随意锻炼，或宅在家里简
单运动， 或在公共场馆游泳、打

球……这样参加体育运动，固然
有健身效果，但由于缺乏专业的
场地、专业的设备、专业的指导，
往往事倍功半，还存在一定的安
全隐患、运动风险。

专业健身机构设置综合训
练、力量训练、多功能训练等多
种训练项目、 多个训练区域，配
备相应的专业器材，运动项目丰
富、体育器材完备，能够满足不
同健身群体的不同需求；健身爱
好者参加运动时，专业健身指导
教练现场示范、 一对一指导，帮
助健身爱好者规范动作、安排合
理的运动量、制订科学的饮食方
案， 能够让健身爱好者安全运
动、科学健身。

因为专业，健身更有效。 走
进专业健身机构的健身爱好者，
大多在追求健康的基础上，还有

塑造完美体型、管理个人情绪等
个性化需求。 实现这些更精细
化的健身目标， 需要更精准的
运动方式、更专业的锻炼方法，
这些， 只有在专业人士的指导
下才能做到。 想要胸肌鼓鼓，就
得选择锻炼胸肌的运动 ； 想要
腹肌平平， 就得选择强化腹肌
的运动……

拥抱幸福，从健康生活方式
开始。李娜说，实践证明，健身与
不健身，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生。坐落于中心城区红都时代广
场 B 馆 7 楼的河南美斯体育旗
下美斯健身俱乐部，总投资 350
万元，使用面积 2000 余平方米，
是我市一家集成人健身、儿童运
动娱乐为一体的综合训练馆，在
这里，可以轻松享受专业的健身
新体验。 ③2

健身房 健与美的“孵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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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正畸 让你更美更健康
□南阳市口腔医院主任医师 王照林

世界正畸联盟确定
每年 5 月 15 日为世界
正畸健康日， 旨在提高
公众对口腔正畸的认
识，促进口腔正畸医生
为公众提供科学、健康
的正畸治疗。

拥有一口洁白 、整
齐的牙齿是每个人的心
愿， 但很少有人对自己
的牙齿百分之百满意。
如何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做出正确的牙齿正畸选
择， 是人们普遍关注的
话题。

大部分患者因牙齿
不整齐、 不美观而求医
问诊，其实，牙齿正畸不

仅关乎美观，更关乎身心
健康。

牙齿不齐、 拥挤重
叠， 很容易形成清洁死
角，孳生细菌，大大增加
罹患龋坏、牙龈炎、牙周
炎等口腔疾病的几率。
龋坏可能发展为牙髓
炎、根尖周炎，造成牙齿
疼痛、牙齿缺失；牙周炎
会造成牙龈萎缩、 牙齿
松动甚至脱落。 此外，上
下牙咬合不好会影响咀
嚼的效率和效果， 导致
营养摄入不够充分，进
而影响身体机能， 而且
还会造成偏侧咀嚼，引
发面部畸形、 颞下颌关

节疾病。
对 于 儿 童 牙 列 不

齐，要把握好治疗时机。
如果患儿仅仅是牙列不
齐， 没有颌骨发育异常
等问题， 最佳矫治期为
12 至 14 岁年龄段。如果
患儿既有牙列不齐，又
伴有颌骨发育异常，如

“地包天”、脸部偏斜等，

应在 3 岁半之后接受治
疗。 由于各种因素引起
的上颌前突或下颌后缩
（临床表现为门牙朝外，
俗称“龅牙”），最佳矫治
时期为 10 岁之前。

家长应定期带孩子
到医院进行口腔检查，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以
免错过矫治时机。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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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男性大多有不同程度的前列腺增生，
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大家对这一疾病都有一
定了解，但部分人有意回避这一问题，心存幻
想、讳疾忌医，导致贻误病情，直至发生急性尿
潴留，被插上导尿管时，才后悔莫及。 本期栏
目，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王小坊对话南阳医专
附属中医院副书记、副院长忽中乾，围绕“前列
腺急性尿潴留的常用紧急处理办法”， 为您讲
解相关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

小坊：前列腺增生患者有时会突然出现尿
不出来的症状，小腹膨胀，尿意窘迫，非常痛
苦，医学上称之为“急性尿潴留”，多发生于前
列腺增生中晚期。 相关统计结果显示，40 至
50%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并发过急性尿潴留，多
因饮酒、劳累、受凉、久坐、憋尿或应用某些药
物后突然发生。 遇到这种情况，有什么紧急处
理方法？

忽中乾：遭遇急性尿潴留，可以采取以下
几种方法进行紧急处理———一是热敷。用热毛
巾热敷下腹部膀胱区及会阴部，或将 250 克食
盐炒热后用布包上热敷肚脐， 对尿潴留时间
短、 膀胱充盈不很严重的患者有较好疗效；热
水坐浴，有尿意时可在水中试排；拧开水龙头
慢滴，诱发排尿。二是按摩。用拇指末节指腹持
续按压关元穴， 用力逐渐加重并略加旋转，每
次 5 分钟左右，而后再按摩从肚脐到耻骨联合
中点处，并用手掌自膀胱上方向下轻压膀胱以
助排尿，切忌用力过猛。 三是针灸。 取穴关元、
中极、气海、三阴交、膀胱俞等，留针 10 分钟。
四是内服药物。 选择坦索罗辛、特拉唑嗪等高
选择性和长效类 a 受体阻滞剂，或五苓散等中
药。五是导尿。如果上述方法无效，必须尽快到
医院导尿。 六是膀胱穿刺。 尿潴留非常严重且
无法导尿，需要在耻骨上方 1.5 至 2 厘米处实
施垂直穿刺。 七是膀胱造瘘术。 重度尿潴留且
其他方法无效，需要实施膀胱造瘘术。

小坊：在日常生活中，前列腺增生患者要
注意哪些事项？

忽中乾：春夏之交，各种病菌日益活跃，
受感染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如果经常憋尿超
过 4 个小时以上，膀胱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再
加上作息不正常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身体抵
抗力下降，容易引发膀胱炎、尿道炎，甚至造
成肾脏发炎、肾脏功能受损。 前列腺患者应在
医生的指导下养成每天至少补充水分 2000
毫升、定期上厕所、不憋尿、不久坐、不熬夜、
少吃或不吃过度刺激性食物等良好生活习
惯；为了避免睡觉时频跑洗手间打扰睡眠，晚
餐过后不要大量饮水。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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