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节提醒

11天天健康
2022年6月28日 星期二 责编：孙晓菊

健康周刊

健康视点
主持人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难言的尴尬能防可治
约二成女性患压力性尿失禁 控制体重盆底训练来预防

户外作业谨防高温致病
多喝水 做好防晒 睡眠充足 防中暑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尿控协会将每年6月
份最后一周定为世界尿失禁周。天津医科
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专家汤洋副主任医
师表示，目前，全球有2亿人遭受不同程度的
尿失禁困扰，其中成人女性尿失禁发生率为
25%至45％。国内一项多区域调查表明，我
国女性尿失禁发生率为30.9%，其中50%的患
者是压力性尿失禁。医学上把打喷嚏、咳
嗽、大笑或运动等腹压增高时出现的不自主
尿液漏出称为压力性尿失禁。由于社会经
济和文化教育等因素，加之女性对排尿异常
羞于启齿，导致患者群体虽然庞大，就诊率
非常低。

汤洋分享了曾经来院治疗的两位妈妈
的患病经历，并提醒成年女性，压力性尿失
禁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积极控制体重、
加强体育锻炼都是防治尿失禁的有效方
法。育龄女性在产后42天的妇幼回访中要
做盆底筛查，出现问题应按医生建议积极康
复锻炼和治疗。其他年龄段的女性出现漏
尿问题也无需忍耐，现代医学已经有很成熟
的技术手段治愈尿失禁。

咳嗽走路搬东西就漏尿

超市老板娘常年带着备用裤

50岁的崔女士从外地来津，在市区开了
一个小超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5年前小
儿子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无数欢乐。但高龄
生产的崔女士有一个说不出的“秘密”越来
越困扰她。原来产后两年，崔女士开始出现
漏尿情况，咳嗽时总会有少量尿液流出来。
近两个月，情况急转直下。在超市，她每天
都要走1万步以上，有时走着走着，尿液就弄
湿了裤子。超市来了货，她搬运物品时，裤
子也会突然湿了一大片，尴尬的场面时有发
生。后来，她每天都戴着卫生巾，超市里放
着好几条备用裤子。今年5月，犹豫再三，她
终于决定去看医生。在医大二院，她被诊断
为压力性尿失禁，汤洋为她实施了微创中段
尿道吊带术，术后配合盆底功能训练。经过

短时间术后恢复，崔女士告诉汤洋，她已经
告别了卫生巾，每天都在超市忙碌着。

统计显示，我国成年女性压力性尿失禁
的患病率为18.9%，50至59岁年龄段女性患
病率最高，为28.0%。汤洋说，像崔女士这样
的多产和绝经期妇女更是尿失禁的高危人
群。目前认为，引发压力性尿失禁主要有两
个原因，一是怀孕、分娩、年老以及肥胖、慢
性咳嗽等长期腹压增高会损伤盆底肌肉、韧
带、神经，导致尿道下支持结构薄弱松弛，尿
道活动度增高，致使咳嗽、大笑、打喷嚏、奔
跑等腹压增高时漏尿。二是女性绝经后雌
激素减退，尿道内壁变薄，无法有效关闭。

尿失禁一夜上十趟厕所

六旬阿姨屯起卫生巾纸尿裤

6月18日，63岁的周阿姨又让女儿帮她
屯了一箱卫生巾和成人纸尿裤。绝经多年
的她白天一直离不开卫生巾，最近夜里还加
用了纸尿裤。原来周阿姨有漏尿的情况已
经七八年了，起初她觉得是年龄大了，少量
漏尿是正常现象，何况这么难堪的事也不好
意思去医院。周阿姨每天都去跳广场舞，每
次去就戴着卫生巾，从去年开始，卫生巾已

经不管用了，漏尿量越来越大，有几次裤子湿
了不得不回家换。今年以来，她夜里睡觉开
始不自觉漏尿，不得不穿纸尿裤睡觉。不仅
如此，还出现了尿不尽的感觉，有时夜里要上
十多次厕所，严重影响睡眠，白天没精打采精
神恍惚，热爱的广场舞也不去跳了。到医院
检查被诊断为压力性尿失禁，医生建议她手
术治疗。
汤洋说，压力性尿失禁是一种非常令人烦

恼的疾病，需及时治疗。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
人和周阿姨一样，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
或生理发生改变，控制不住小便，漏点尿也算
正常，没必要看医生。特别是很多女性患者受
经济文化、宗教忌讳的影响，宁愿用卫生巾、纸
尿裤、尿垫也不好意思求助于医生。
尿失禁虽不直接危及生命，但漏尿会给

患者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尿液会引发多种
皮肤疾病以及尿道炎、抑郁症及神经质等多
种病症，还可引发膀胱结石、肾功能损害等。
随着疾病的发展，还会出现混合性尿失禁，尿
急和活动时漏尿交替或同时发生，以至于出
现无诱因不自控的排尿，漏尿量更多并且漏
尿的场景也是无法预测，患者痛苦不堪。对
大多数女性而言，在更年期后，由于女性失去
更多雌激素，压力性尿失禁会变得更为严重
和不易控制。心理上，压力性尿失禁也被称
为“不致命的社交癌”，她们由于担心外出找

不到厕所而不敢长途旅行甚至不敢出门散
步；由于尿液气味浓而恐惧社交，不敢与友人
聚会；担心漏尿无法控制而放弃工作、离群索
居等。这些会长期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严
重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

女性30岁后应有预防意识

克服羞怯去就医是治疗第一步

汤洋说，绝大多数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经
治疗后能完全治愈或使症状缓解，而克服羞
怯心理，前往医院就医，是迈出治疗第一步。
轻度的压力性尿失禁患者可以采取行为治
疗；对于中、重度压力性尿失禁患者以手术治
疗为主。此外，一些压力性尿失禁患者还应
及时治疗有关增加腹压的疾病，如便秘、慢性
咳嗽等疾病。

行为治疗高度推荐生活方式干预和盆底
肌训练。肥胖是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最明确的
危险因素，生活方式干预主要从科学控制体
重开始，同时要避免吸烟、适量体育锻炼。盆
底肌训练是指通过自主的、反复的盆底肌肉
群的收缩和舒张，来改善盆底功能，提高尿道
稳定性，达到预防和治疗尿失禁的目的。患
者可以参照以下方法实施：持续收缩盆底肌
（提肛运动）2至6秒，松弛休息2至6秒，如此
反复10至15次/组；每天训练3至8组；持续8
周或更长时间。患者可居家练习，也可以在
医疗机构，借助电子生物反馈治疗仪进行针
对性训练。

压力性尿失禁手术治疗的主要适应征包
括非手术治疗效果不佳或不能坚持，不能耐
受，预期效果不佳的患者；中重度压力性尿失
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患者；生活质量要求
较高的患者；伴有盆腔脏器脱垂等盆底功能
病变需行盆底重建者，同时存在压力性尿失
禁时。目前，最有效的手术是微创中段尿道
吊带术。该手术在麻醉下20分钟即可完成。

对于压力性尿失禁的预防，汤洋说，女性
30岁以后就应预防压力性尿失禁了。直系亲
属中有尿失禁发生的患者应提高警惕；肥胖者
应合理控制体重；产妇产后42天内应注意休
息，避免高强度体力的活动；注意纠正便秘，避
免长期腹压增高。另外，产妇产后42天阴道不
出血后就应及时接受筛查检测、评估盆底肌内
损伤程度，并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正确的康复训
练，是预防、治疗压力性尿失禁的重要方法。
盆底康复训练越早，效果越好。

本月25日，我市
气象局发布了高温
橙色预警，部分区还

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外出的市民都感
觉热得快“化”了。市中研附院急诊科于乃
浩副主任医师提醒市民，高温天气要尽量
减少户外活动，环卫工人、交警、快递员等需
要户外作业的职业人群，要注意应对高温工
作带来的健康风险。一旦出现中暑或者有
先兆症状一定要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以免延
误病情，处置不当甚至危及生命。

如果出现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
无力发酸、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体温正常
或略有升高等先兆中暑的症状要及时转移

到遮阴处（譬如树阴下）休息，最好是凉爽通
风、开着冷气空调的室内环境。同时补充适
量水分（注意不要狂饮），盐汽水是不错的选
择。最好有人陪伴，出现紧急情况需要送往
医院。出现体温38℃以上时，他人应协助立
即将其送往医院。

一旦出现热射病等重症中暑症状，如高
热、无汗、意识障碍（如谵妄、惊厥、昏迷）等必

须第一时间呼叫救护车，立即送往医院抢救。
救护车到达之前，要设法给患者降温。此时最
好能做以下几件事：将其转移到通风状况良好
的遮阴处，最好是开冷气空调的室内。把病人
的衣服尽量多地脱掉，帮助其身体迅速散热。
尤其要把领带、腰带、内衣等紧绷身体的衣物松
解开。脱去衣服后，向裸露的皮肤适当洒水、擦
拭皮肤，再用电风扇、手摇扇为其降温。如果现

场能够找到冰袋（或用冰镇矿泉水代替），用毛巾
或者衣物缠裹冰袋，避免直接接触皮肤，然后将
其分别置于患者额头、后脑勺、胸前、手肘窝以及
大腿根部等处，迅速为这些部位降温。

于乃浩建议户外作业者高温天气预防中
暑一要做到多喝水。高温作业一定保证充足
的饮水。每日饮水 3升至 6升，以含氯化钠
0.3%至0.5%为宜；二要降温。高温作业前，应
该做好防晒，最好准备太阳伞、遮阳帽，着浅色
透气性好的服装；三要做到充足的睡眠。合理
安排作息时间，保证足够的睡眠以保持充沛的
体能；四是不饮酒或尽量少饮酒。上班前6小
时之内不要饮酒，特别是高度白酒；五是有任
何不适，及时拨打120。 陆静 雷春香

生活中，有些成年女性可

能都遭遇过这样的尴尬：公共

场合，咳嗽几声、打个喷嚏，裤

子却突然湿了；办公室里，开怀

大笑，笑容却顷刻间凝固，转身

就去了卫生间；终于下决心跑

步减肥，公园里，跑着跑着却到

处去找厕所……这些都是漏

尿带来的无奈，这种难言之隐

在医学上称为尿失禁。得了

尿失禁的女士们常年频繁换

裤子、更换卫生巾、不敢沾冷

水、不敢运动、不敢提重物、不

敢喝水、不敢聚会……因而尿

失禁又被很多患者称为“不致

命的社交癌”。

近日，南开大学为 2022 届本科毕业生
颁发体质健康证书。从 2017 年南开大学推
行体质健康证书政策至今，共有 11241 名本
科毕业生获得体质健康证书、532 名本科毕
业生获得体魄强健毕业生称号，两项数据
连续 6年逐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6
月 3日颁布的《南开大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自 2022 级
本科生开始，无疾病或残疾等特殊情况，不
能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
者（4 年综合评定 50 分）不能毕业。那么，
大学生为何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怎样才
算体质健康达标？体质健康证书都有哪些
要求？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是学校体育
‘四位一体’的目标。”南开大学体测健康中心
主任张秀丽介绍说，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的
体质健康，从1985年开始，我国已进行了8次
全国性大规模的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从目
前的调研数据来看，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总体
有所改善，但以青年为主体的大学生身体素
质问题依然严峻。因此，《国务院关于实施健
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强化对高校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的监测和评估干预，把高校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纳入对高校的考核评价；《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推
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和《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把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纳入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学校的考核体系，全面实施青少
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
“大学期间正是进行体育锻炼、培养健康

体魄的关键时期。我校通过建立体质健康档
案、为毕业生颁发体质健康证书等多种举措，
增强学生主动参加体育锻炼的自觉性、助力学
生体质提升。”张秀丽说，2017年，南开大学实
施公共体育课改革，将体测与体育课身体素质
考核分数关联，并在全国首发“体质健康证
书”、授予体魄强健称号。体质健康证书中记
载学生毕业学年体质测试最好成绩及体质状
况定性评价内容，由校长签发，与毕业证书、学
位证书同时发放。此外，本科生参加《南开大
学本科学生奖学金、荣誉称号评选办法》规定
的各类奖学金和个人荣誉称号的评审，须以上
一学年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及以上为必备
条件。

本科生获得《南开大学学生体质健康证
书》条件包括：在校期间参加各学年度体质测
试（经学生本人申请，体育部核准免予学年度
测试的学生除外），且毕业学年度最好测试成
绩（包括体质测试大赛及补充体质测试成绩）
达到及格及以上标准。根据南开大学现在采
用的体测版本，测试项目含身高、体重、肺活
量、坐位体前屈、50米跑、1000米跑（男）/800米
跑（女）、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
（女），及格线按照年级分别划定标准。

张秀丽说，南开大学2021年度本科生体质
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合格率为86.69%，相较2020
年（85.90%）有所提高，本科生体测优良率连续5
年持续上升，学生身体素质总体呈现稳中向好
趋势，特别是男生耐力、速度、爆发力、上肢力
量，女生爆发力、柔韧性和腰腹肌力量的合格比
例均有所提高，本科生总体体质水平稳步提升，
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策略效果初显。 付坤

南开大学落实《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多措并举

助力学生体质提升

微创手术可以治愈压力性尿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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