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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健康 南阳南阳

本报讯（记者高 超）2
月26日4时许，来自南召的
鲍女士在卧龙区妇幼保健
院诞下了三胞胎，紧接着，
当日 5时许，来自安皋的夏
女士也迎来了她的双胞胎
宝宝。“两位母亲都是自然
受孕，像这样‘接二连三’都
是多胞胎的情况还真不多
见。”该院产一科医生笑着
告诉记者。

据 了 解 ，三 胞 胎 的 妈
妈 鲍 女 士 是 孕 期 34周 入
院 ，在 科 学 、细 致 的 指 导
下，孕 36周时三个女孩出
生了。夏女士 2月 26日凌
晨出现临产迹象，到院就
诊后产下双胞胎宝宝。“现
在这两例多胞胎宝宝各项
指标正常。”该院产一科医

生介绍说，一般来说，自然
受孕多胞胎的概率相对较
低，大概在几十万分之一，
同时，多胎都属高危妊娠，
会导致很多妊娠并发症。
如妊娠高血压、糖尿病等，
这样的产妇在产后容易大
出血，严重的甚至会致死，
还可能导致胎儿畸形和宫
内死亡、流产等意外。总
体来说，多胎妊娠可能遇
到的宫内发育受限、并发
症、早产和自然流产等风
险比单胎高数倍。此外多
胎儿早产率较高，新生儿
会因体重过低、感染等造
成危险。因此，多胎妊娠
的孕妈妈必须重视产检，
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分娩，
以确保母婴的安全。⑩6

一天迎来两例多胞胎

“接二”又“连三”
这事还真巧

一年之计在于春 户外健身正当时

春来了，草绿了，何不出门转转
□本报记者 张 展 文/图

一年之计在
于春，春季是户外
健身最适合的时
机。春季健身，不
仅可以强健体魄，
增强免疫力，预防
各种疾病滋生，还
能在健身的同时
观赏春景。看看
别人咋健身，喜欢
的朋友不妨加入
其中。

在我市白河湿地公园，每
天早晚都会看到大量快走、慢
跑的身影。记者随机采访了一
位快走的市民张女士，张女士
在河畔快走已经 6年多了，她
说：“在河畔快步行走，呼吸了
新鲜空气，看到了美丽的风光，
还能达到健身的效果。”只要有
时间，她就会来走一走，每次都
会走 1万米左右，有时还会慢

跑一段路。
快走和慢跑都有很好的健

身效果，关键在于坚持。
春季快走和慢跑时，要做

的准备工作可不少。快走前，
要准备好防寒的衣物、舒适的
鞋，做一些适度的伸屈运动，漫
步 5分钟之后，就可加快步伐
了。体质较差的人和老年人，
平时在快步走路的时候，可以

稍微放慢速度。如果想加快速
度，可以加快走路的频率，不要
一味加大步伐。

慢跑前，最好做 3-5分钟
的准备活动，如伸展肢体等拉
伸活动。慢跑速度掌握在每分
钟100-200米为宜，每次锻炼
时间以 10分钟左右为好。慢
跑后应做一些整理运动，调整
呼吸，喝点儿果汁。

快走、慢跑，准备活动不可少

骑行可以有效地加强对心
肺的刺激，对减肥和提高心肺
功能都有好处。登山是一项极
佳的有氧运动，山中的空气异
常新鲜，对于改善肺通气量、增
加肺活量、提高肺的功能很有
益处，同时还能增强心脏的收
缩能力。这两项运动，我市的
爱好者也很多。

很多骑行者认为，骑行穿

越美景，不仅仅是健身，更是心
情一路的愉悦。但户外骑行，
特别是远距离骑行，最好是和
团队一起。出行前，最好检查
车况，准备好饮食、药品等；骑
行中，尽量避免道路崎岖难行
地段，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保证
交通安全。

登山最好在清晨，强度不
宜过大，以心率保持在 120-

140次/分钟为宜。登山要循
序渐进，要先做一些简单的热
身运动，然后按照一定的呼吸
频率，逐渐加大强度。运动时
要注意补充水分，以尽快减轻
疲劳感、恢复体力。

春季锻炼好处虽多，但在
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健身活
动最好按自身的条件循序渐进
地进行，以免受伤。⑩6

骑行、登山，健身赏景两不误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除
了喜欢用咖啡、浓茶来提神以
外，槟榔也是一种醒脑的选
择。槟榔本身也是一种中药，

因为可以助消化，帮助减肥，对
于防治高血脂、高血压也有一
定的好处，因此湖南、广东、海
南等地的民众对槟榔爱不释

手，我市的一些超市、副食店里
也可买到。可近日，一名20多
岁的小伙子却因为槟榔遭了大
罪。

一小伙长期患口腔溃疡，如今张嘴都困难

祸因：一天至少吃两包槟榔
□本报记者 华 兴

槟榔是一种很特别的食
品，在台湾、湖南、福建、海南等
地较为普遍，不少男性整天以
嚼槟榔为乐。

为何他们爱嚼槟榔呢？这
源于槟榔的特殊滋味。有人说
像喝酒，有人说像吃芥末，很兴
奋、很舒畅的感觉。

26岁的市民小张特爱槟
榔，他说，槟榔一入口会感觉苦
涩，但嚼着嚼着味道就变化了，
似美酒似甘露，跟着人就莫名
兴奋起来，心跳加速、咽喉发
紧。就是这种快感，让小张对
槟榔爱不释手，一天能嚼上两
三包，结果几年下来，他发现自

己的腮帮子越来越大，甚至连
张口都变得困难了。随后小张
到医院就诊时，医生发现其口
腔黏膜失去了应有的弹性（这
是其嘴巴张不开的主要原因），
跟橡皮一样硬，出现了纤维化
的迹象，这是口腔癌的癌前病
变。

长期嚼槟榔口腔黏膜变“橡皮”

本报讯(记者王 锐)早
春时节天气忽冷忽热，然
而，记者在街头看到，一些
爱美的女士过早地脱去了
冬装，换上了大衣等春装。
近日，记者从城区部分医院
门诊了解到，一些市民因过
早减衣防范不当患上了感
冒等疾病到医院就诊。

22岁的张女士，是个爱
美的时尚美女，这几天，温度
稍有上升，她就脱下了棉袄，
换上了厚外套和裙装。一早
一晚，寒气还是挺重的，冷暖
之间，张女士就患上了感冒，
到医院就诊，医生说，她是穿
衣单薄受凉所致。

中医认为，初春，乍暖
还寒，自古就有春捂秋冻的
说法。初春，冷暖空气交
替，气温不稳定，因此，早春
之时，御寒的衣物、棉被不
宜过早拆洗，还是捂捂较
好，可以减少呼吸道、心脑
血管病的疾患。老人、儿
童、体弱多病者更要注意。
另外，初春易发“倒春寒”，
老年人高血压、动脉硬化、
中风、心绞痛以及心肌梗塞
的患者病情易恶化。因此，
心脑血管病患者尤其是老
年人，不宜过早脱去冬衣，
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增
减衣服。⑩6

乍暖还寒时
减衣你莫急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锐
通讯员高艳红)2月 23日上
午，山西 14岁的唇腭裂女
孩童童在市口腔医院成功
进行唇腭裂免费修复手术。

14年前，童童出生后，
患先天性唇腭裂和牙槽突
裂，这些缺陷严重影响着孩
子的发音及进食。在出生
后的两三年内，童童在当地
整形医院进行了唇腭裂修
复。春节期间，童童的父母

听说我市口腔医院，已经为
2.2万余名患者免费做了手
术。过完年，他们就带着童
童乘火车从山西临汾奔波
500多公里到南阳寻找“微
笑”。对于这个来自山西的
女孩，口腔颌面外科专家蒋
子超特别重视。当天，蒋子
超详细检查了童童面部情
况，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
案。23日上午，对童童进行
了手术修复。⑩6

山西小女孩
来宛找“微笑”

槟榔果中的槟榔素和槟榔
碱具有潜在的致癌性，医学界
已发现槟榔与咽癌、喉癌、食道
癌等明显相关。

2017年 10月，国家食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发 布 了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

究机构致癌物清单”，槟榔被
列入一级致癌物行列。所谓
一级致癌物，是指对人体有
明 确 致 癌 性 的 物 质 或 混 合
物，除了槟榔果，还有含烟草
的槟榔嚼块和不含烟草的槟
榔嚼块。

三类人千万别吃：
1.有患癌症历史的家族成

员不能吃槟榔。2.曾患过癌症
的市民，也不能吃槟榔。3.高
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孕
妇、幼童以及身体羸弱者也不
能吃。⑩1

槟榔是一级致癌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