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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常因骨质疏松导致椎体压缩性骨折，专家指出——
—

预防骨质疏松 最好从35岁开始
一名92岁的长者平时没什么病痛，但在前几天晒
被子时突然腰痛不已，贴了药膏卧床两天，却感觉腰痛
越来越严重，连转身都困难。 随后，他在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检查发现，是
“
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 该
院疼痛科主任万丽指出， 老人这种疾病是由骨质疏松
症引发的，需要从年轻时开始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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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易引发骨折
万丽表示，椎体压缩性骨折在老
年人中较为常见。“
随着年老，人们往
往会出现驼背，那些驼背厉害的老人
一般都有多节椎体压缩性骨折。 ”万
丽表示，引起椎体骨折的根本原因是
骨质疏松症。正常人体的骨骼中有两
种细胞，一种是成骨细胞，它们“制造
骨骼”，使之变得更加坚固；另一种是
破骨细胞， 它们配合着成骨细胞，破
坏、吸收一些陈旧、异常、作用不大的
骨组织。 人体的骨骼就是在这样的
“
拆”和
“
建”过程中维持平衡，保持着
对运动最好的适应能力。
“
骨质疏松症是破骨细胞比成骨
细胞更活跃，也就是说，机体的成骨
作用和破骨作用之间的平衡遭到破
坏， 吸收的部分多于新生的部分，导

致骨组织总量减少、 骨密
度降低和骨骼结构破坏，
给患者带来疼痛、 骨折等困
扰。”万丽指出，骨质疏松是一个
缓慢而长期的过程， 最初并无任
何不适，但随着病程的进展，患者身
体会感觉到腰酸背痛甚至全身骨痛。
到了病情进一步加重时，可因轻微的
活动或创伤发生骨折，脊柱、髋骨和
小臂最容易受累。
她介绍， 脊柱压缩性骨折最常
见， 表现为无明显诱因的身材变矮、
驼背，而且极易再次出现骨折；髋部
骨折多见于不慎摔倒后的股骨颈部
骨折， 且第一次骨折后骨骼愈合缓
慢，极易发生再次骨折；髋部骨折更
是出了名的老年人
“
杀手”。

每天保证蛋白质摄入
每天摄钙总量
600mg~1200mg
日常运动
（骨 质 疏 松 运 动 防
治 不推 荐 高 强度 运动 ）

日常运动可有效预防
骨质疏松如何预防？ 万丽表示，
最重要的是从年轻开始预防，“从40
岁开始，骨量就开始下降，所以最佳
的预防年龄是从35岁开始。”她表示，
预防骨质疏松需保证蛋 白 质 摄入 ，
摄入的钙总量要在600mg~1200mg，
比如摄入奶制品， 特别是高钙低脂
奶。 同时，晒太阳也是每日必需，因
为维生素D能促进钙质的吸收。
此外，日常运动也必不可少。 万
丽介绍， 研究表明， 长期卧床的老
人， 即使每日补充足量的钙和维生
素D，照样会发生骨质疏松症。 不过，
骨质疏松运动防治不推荐高强度运
动， 尤其是老年人或骨质疏松症患
者应予以禁忌。

万丽介绍，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步
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爬山、跳舞
等。 对于老年人来说，需要先咨询医
生， 再决定进行哪种强度的运动，在
进行运动时应循序渐进，如有不适，
应立即停止并寻求医生的帮助。 同
时，力量训练可先从垫上运动开始，
比如俯卧撑、卷腹、臀桥等，这些运动
可以锻炼核心肌群， 对于脊柱稳定、
维持体态有着显著效果。 此外，体能
更好的人群可以在健身房进行器械
训练，如举重就是预防骨质疏松症的
最佳运动。 但她提醒，需要找到适合
自己的方法，并要循序渐进，在年轻
时给骨骼打好基础， 累积更多的骨
量，年老时继续保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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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不同家庭的孩子，对
金钱的概念不同。 家长该如何去
引导孩子了解金钱，形成正确的
金钱观？ 本期邀请了有两个女儿
的街坊李女士，分享一下她的看
法和做法。
李女士认为，每个孩子的成
长必然与金钱挂钩，在不同的年
龄阶段，会产生不同的认识。 以
她的大女儿为例，在读幼儿园时
期，对金钱没有概念，即使给钱
也不会使用；当孩子到了小学阶
段 ，开 始 认 识 到“金 钱 ” 的 概 念
时，学会用钱换取、购买他们想
要的零食、玩具等。 到了初中阶
段，甚至出现攀比心理、想用名
牌等现象。
“攀比心、虚荣心、自卑心等
状态，父母都不希望发生在孩子
身上。 ”李女士认为，首先父母要
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观。 可以告诉
孩子， 家里的金钱是有限的，不
能随意挥霍，应该用在更有意义
的事情上，可以是做公益，帮助
有需要的困难家庭；可以用来报
兴趣班，学习才艺等。 以此来培
养孩子的爱心，学会感受爱。
“有不少家长喜欢打肿脸充
胖子，装作很富有的样子，这样
对孩子的成长会产生不良的影
响。 ”李女士认为，家长不能用谎
言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不能欺骗
孩子。 善意的谎言，总有一天会
被拆穿。 当被他人识破后，种种
的难堪可能会让孩子产生自卑
心理。 因此，作为父母不能一边
教导孩子诚实，一边却说谎。 孩
子一旦长大，学会分辨真伪的时
候，这些谎言还可能会影响亲子
的关系。
信息时报记者 卫 静 雯

把握产后6个月的“黄金减肥期”

产后减肥可尝试中医减肥法
信息 时 报 讯（记 者 廖 温勃 通 讯 员 潘 英
媛 ） 怀胎十月， 终于抱上了自己的孩子，但

产后松垮、肥胖、变形的身材却让很多妈妈
难以接受，深受困扰。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卢秉慧指出，产后体
重若一直居高不下， 可能会引起终身肥胖，
应把握产后6个月的
“
黄金减肥期”。

超八成产妇产后肥胖
卢秉慧介绍，产后肥胖是由于产妇生产
前后体内激素水平失调导致脂代谢失去平
衡引起。 同时，为了让宝宝获得足够的营养，
妈妈们产后饮食大多是高脂肪、 高蛋白，加
上运动量减少，导致能量过多堆积。 所以，妈
妈们产后一段时间内身材变胖，特别是腹型

肥胖 （男 士 腰 围 大 于 或 等 于 85cm ，女 士 腰 围
大 于或 等 于 80cm ），是常见现象。
她提醒，如果妈妈们产后体重一直居高
不下，可能会进一步引起终生肥胖。 相关数
据显示，87.13%的产妇可诊断为产后肥胖，
尤其二胎产妇产后身体的复原要比一胎更
困难，因而产后肥胖人群的比例也在不断增
加。 而产后1年内减肥，效果最为明显，1年以
后减肥效果逐渐下降。
“如果妈妈是非母乳喂养，产后3个月就
可以开始减重；母乳喂养的妈妈需考虑婴儿
的营养需求，建议6个月之后再开始减重。 ”
卢秉慧指出，产后3~6个月是减肥最佳时期，
产后6个月左右为“黄金减肥期”，此期间的
减肥效果，将关系到妈妈在产后10年内的体
重变化。

埋线减肥可塑形瘦身
卢秉慧解释，许多妈妈产后坚持母乳喂
养，因此不建议节食减肥。 妈妈们可以尝试
一下中医减肥方法，如针灸减肥法、埋线减
肥法等。
针灸减肥法是以中医辨证论治为指导，
中医师通过掌握妈妈的个人体质，以调理体
质和脾胃、内分泌功能为原则，在改善妈妈
体质的基础上进行减肥。 另外，穴位埋线减
肥法是用埋线针将蛋白线植入相应的穴位，
通过线体对穴位产生持续有效的刺激作用，
起到长效针灸的作用，而且线在体内7~10天
左右自然吸收，无需取出。 卢秉慧表示，时间
相对紧张的妈妈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