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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期
“浑身不自在”
有何解决方案？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适量补充两类激素

关注儿童的学习障碍，
开始快乐人生

10 月 18 日是世界更年期医学会选定的
“世
界更年期关怀日”
，
目前已有49个国家和地区为
此采取行动，
向妇女普及更年期保健常识，提升
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记者获悉，中山日报 APP 直播平台将携
手中山亚太医院，定于 10 月 19 日举办线上直
播。中山亚太医院副院长、我市知名妇产科医
生何艳君将向中山市民分享有关女性更年期
的健康知识，解答网民提问。
记者 范展颢

案例：怀疑自己得
“绝症”
，
丈夫责备她
“矫情”
50 多岁的陈兰（化名），这几年身
体被各种“浑身不自在”困扰，一度怀
疑自己得了
“绝症”
。
“世界更年期关怀日”前夕，陈兰
向记者敞开了心扉，她说：
“ 我两年前
绝经，这 3 年来一直睡不好。另外，不
时出现心慌和胸闷问题，身体一阵阵
发烫，心脏是不是出了问题？近段时

间，一些妇科部位甚至陆续出现了干
涩和不适。”
这些年，陈兰去过不少医院看病，
一直没起色。
“ 我担心自己是神经衰
弱，看过神经内科。安眠药有依赖，不
敢多吃。”她告诉记者，
“ 浑身不自在”
还影响了夫妻关系。丈夫认为陈兰心
理有毛病，经常找茬。

对此案例，何艳君回应说：
“ 归根
到底是‘围绝经期综合征’在作怪。”
她强调说：
“ 各年龄段的女士和男
士普遍对‘更年期综合征’缺乏了解，
也不会协助自己和他人去修补受损的
健康生活质量。因此，医学界设立‘世
界更年期关怀日’，就是希望弥补这类
常识认知误区。”

分析：
“不自在”是更年期综合征作怪
何艳君表示，
“ 围绝经期综合征”
俗称为“更年期综合征”，其表现症状
相对复杂。许多妇女前往神经内科、
心血管内科等求诊后，最终兜兜转转
来到妇科。刚开始，患者很不理解，但
经过详细问诊及检查后，最终识别出
各种围绝经期症状，予以相应的规范
治疗，症状得到缓解，生活质量获得提
高。

据介绍，妇女绝经前后出现的一
系列症状，本质是卵巢功能衰退、雌激
素和孕激素分泌减少乃至缺乏。如果
中老年妇女出现偏执、脾气大、乱猜
疑、喜怒无常等问题，老百姓往往会取
笑她们“人到更年期”；其实，这是更年
期病态心理的信号。除了情绪问题，
更年期表现出来的症状还包括睡眠障
碍、潮热、盗汗、心慌、胸闷、月经紊乱、

尿频、尿失禁、骨质疏松、阴道干涩、反
复阴道炎、性生活困难等。
欧洲最新的医学普查数据显示，
94%的欧洲妇女患有一种或多种更年
期症状，将近三分之二更年期妇女的
症状的生活节奏和质量受到严重影
响。在中国，女性更年期症状的发生
率估算为 60%至 80%。

2018 年 10 月 10 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国
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心理，快乐人生”——关注儿
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而学习障碍是小学儿童常
见的问题。
学习障碍一般指能力上可以达到而实际表
现不能达到要求，尽管儿童在其他领域并未显得
愚笨，但就是不能学习，学习成绩明显低于同龄
儿童。小学 2-3 年级是学习障碍的高发年龄，一
般男生多于女生。学习障碍主要分为三类：
一、语言接受和表达方面的学习障碍：语言
障碍儿童有各种语言和言语加工的障碍，如在发
声和发音系统，语法或句法、词汇或语义、会话交
流等方面有各种障碍。
二、阅读和书写方面的障碍。印度电影《地
球上的星星》里的 9 岁男孩伊桑由于有阅读障
碍，无法读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三、算术方面的学习障碍：具体表现为学习
加减法困难、数字记忆困难及运算符号混淆，算
术运算能力较差，不善于分辨上下、左右等方位。
国内有关研究还发现，学习障碍儿童均有较
多的抑郁焦虑情绪和社会退缩等内向性行为问
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将导致学习动力受损和学
习环境适应不良，影响智力潜力的发挥。
关心儿童的学习，及早对成绩落后的学生提
供帮助，使他们能跟上班级的学习进度。积极预
防儿童产生学习障碍，一旦发现儿童有学习障
碍，需提供特殊教育，并及时进行行为矫正。关
注儿童的心理需求，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开始快乐人生！
苏菲

应对：生活保持规律，适量补充激素
更年期是每个女性的必经阶段。
何艳君建议说，妇女在绝经前后应保
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饮食要均
衡，适量补钙，多晒太阳；少喝咖啡少
饮酒，以免睡眠被干扰；适量运动，控
制体重，定期体检；调整好心态，多参
加户外活动和社交活动。
另一方面，如果女性的更年期症
状明显，应及时向正规医院的妇科内

分泌医师求助，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女性激素补充治疗或其他辅助治
疗。
“女性激素包括了雌激素、孕激素
等激素。”何艳君解释说，雌激素可维
持女性外观，确保皮肤细腻、身材丰
满、曲线优美。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保
护骨骼，减少骨量流失；保护心血管，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几率；保护

神经系统，预防老年痴呆等。至于孕
激素，除了协助雌激素完成生育功能，
还能防止雌激素让子宫内膜过度增
殖，避免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她总结说：
“女性激素补充属于
‘激素替代治疗’，必须经过专科医生
的专业评估，安全科学地补充女性进
入更年期后分泌不足的激素，从而改
善症状，平稳度过更年期。”

昭通单亲留守女童中山幸获
“补心”
医生提醒：别让
“体质差”
蒙蔽先天性心脏病隐患
小郑琴家住盐津县豆沙镇的半山
腰，这里离县城有 1 个小时车程；从盐
津 到 云 南 省 会 昆 明 ，再 有 五 六 百 公
里。郑琴的母亲外出务工，孩子与外
公、外婆相依为命。出生 6 年，外人眼
中的郑琴是一个特别瘦弱、特别容易
感冒咳嗽、身体长得不太好的孩子。
市人民医院院长袁勇告诉记者：
“小郑琴在中山住了两次院，第二次来
中山才能做心脏手术。至于第一次住
院，先解决严重营养不良、肺部感染、
口腔疾病等一系列问题，为下一步做
心脏手术打好基础。6 岁的孩子，体重
只相当于两三岁孩子。”
小刘琴的病情能被医生从大山里
“挖出来”，源于今年初中山市人民医
院对口帮扶医疗水平相对薄弱的盐津
县人民医院。
市人民医院在心血管疾病诊疗方

问诊和详细检查，我们发现小孩的情
况很不妙。”
小郑琴的病情属于先天性心脏病
类别的“室间隔缺损”；心脏里面的“窟
窿”，直径达 9 毫米。叶木奇说：
“ 任由
病情发展，她可能活不过十一二岁。”
孩子来自极度贫困的单亲家庭，
这次千里牵线的“补心”手术，最终在
各方爱心襄助下完成。拥有云南当地
医保的小郑琴，其医疗自费部分由市
人民医院慈善基金垫付；爱心团体“中
记者 范展颢 通讯员 林茹珠
山曼联球迷爱心会”垫付了交通费用；
在中山的生活费，由盐津县的医护人
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云南盐津，为当
员捐款解决。
地贫困户开展了先天性心脏病救助、
据介绍，我市目前已派驻援助昭
义诊筛查、互联网远程会诊等一系列
通医疗队，在昭通市各县进行定点长
帮扶项目。市人民医院派驻盐津县的
期帮扶。袁勇指出，市人民医院将通
心血管 B 超主任叶木奇回忆说：
“ 盐津
过派驻手术专家医疗队、运营远程会
县豆沙镇卫生院的同行发现郑琴的情
诊系统等形式，持续帮助昭通提升医
况不对，把她送到县城接受义诊。经
疗水平。

再过几天，来自云南省昭通市
盐津县贫困山区、在中山市人民医
院接受“补心”手术的 6 岁单亲留守
女童郑琴（化名）就能出院了，她是
中山帮扶盐津医疗事业项目的幸运
儿。医生表示，部分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的孩子，往往因家长缺乏常识
而被延误病情；这种有可能危及生
命的疾病，到底该如何识别？

健康素养66条（部分）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
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
◆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
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
◆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
◆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
格碘盐。
◆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
◆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
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 6 至 10 千步当量的
身体活动，动则有益，
贵在坚持。
◆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导致癌症、心血管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
◆“低焦油卷烟”、
“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
烟带来的危害。
◆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
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戒烟服务。
◆少饮酒，不酗酒。
◆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
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
◆拒绝毒品。
◆劳逸结合，每天保证 7 至 8 小时睡眠。
◆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遇到心理问题时应
当主动寻求帮助。
◆勤洗手、常洗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不
共用毛巾和洗漱用品。
◆根据天气变化和空气质量，适时开窗通
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