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是容易长肉肉的季节，很多人一方
面努力控制体重，一方面忙着减肥。不久
前，有人因26天减重26斤上了热搜，听起
来简直不可思议。在专家眼里，这样的减肥
速度太快不值得提倡。

减肥太快，可能出现“跌重性闭经”

有不少女性以过度节食等不健康的方
式来减肥，在较短的时间内体重确实下降很
快，但“大姨妈”可能会“不辞而别”。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月经病
门诊副主任中医师廖云霞介绍说，这种闭经
被称作“跌重性闭经”。但这种闭经，不是说
以后再也不会来月经了，医学上对闭经的定
义是超过3个月经周期，或者有6个月不来
月经。

导致这种闭经的主要原因是，中枢神经
对体重急剧下降非常敏感，如果体重快速下
降可通过大脑神经内分泌系统干扰下丘脑
—垂体—卵巢轴功能，这个轴系是维护女性
健康和生育能力的关键，如果出现问题会导
致月经失调。需要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
毫无节制地减肥会带来严重不良影响，有个
健康的身体才是更重要的。

减肥太猛当心患脂肪肝

不要以为营养过剩、脂肪过多才会得脂
肪肝，营养不良、减肥过度或减肥过快也会
患上脂肪肝。

该院肝病门诊副主任中医师孙刚介绍
说，人体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时，机体无法获
得必需的葡萄糖等能量物质及各种脂肪燃
烧时所需要的氧化酶类。为了弥补体内葡
萄糖的不足，机体就会将身体其他部位贮存
的脂肪、蛋白质动用起来转化为葡萄糖。这
些脂肪、蛋白质都将通过肝脏这一“中转站”

转化为热量。于是大量脂肪酸进入肝脏，加
上机体又缺少脂代谢时必要的酶类和维生
素，导致脂肪在肝脏滞留，造成脂肪肝。此
外，人体的蛋白质不足，脂肪用的载脂蛋白
也会严重不足，就会导致蛋白质、氨基酸以
及脂肪酸的代谢出现紊乱。

盲目节食减肥可能导致便秘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肛肠科便秘门
诊叶妮主治中医师介绍说，食物总量低到一
定程度，食物残渣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不仅
引起胃里的饥饿感，也没有足够食物残渣来
刺激肠道蠕动，久而久之会失去正常的排泄
功能，出现便秘等症状。同时，长期节食会
导致营养不良，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都缺
乏，使肠道细胞的更新和修复速度下降，运
动力量减弱，很容易导致肠道功能紊乱。

减肥可以只吃八成饱，蔬菜等富含膳食纤
维的食物要相对多，同时，蛋白质也要充足。

正常的减肥速度是什么样的？

俗话说，一口吃不成胖子。同样的道
理，瘦当然也要循序渐进，让脂肪、肌肉、各
个器官有时间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才好。

比较合理的减肥速度是每周1-2斤，
一个月大概4-8斤。虽然体重掉得没那么
快，但从长远健康来看，这样的减肥速度对
健康的不利影响没有那么大。

该院针灸科肥胖症门诊臧平主治中医
师介绍说，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食物对于
不同体质的人的影响也不一样。因此需要
减肥的朋友可以到医院请中医师辨明自己
的体质，量身定制减肥套餐与中医调理方
案，适当的运动加上合理的膳食，一样能帮
助你健康减重成功。 通讯员 杨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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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健康

连带责任人责任如何划分

胡先生：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
额如何划分？

答：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
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难以确定责
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
担责任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
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法人设立行为如何承
担法律后果

宋女士：法人设立行为的法律
后果如何承担？

答：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
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
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
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
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设立人
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
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
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

违约与侵权的责任竞
合是什么

朱先生：什么是违约与侵权的
责任竞合？

答：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
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
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
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哪些情形属于诉讼时
效中断

周女士：诉讼时效中断有哪些情形？
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

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
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
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
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
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
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
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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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运动、多喝水是泌尿外科最常
听到的医嘱，也是护士宣教时说得最
多的内容。但是肾结石患者的运动，
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运动不当
的话反而会加重病情。南京市第二医
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刘铁石介绍，
科学的运动方法才能更有效地排出结
石。不同部位的肾结石采用的运动项
目也是不同的。用对了方法，才让结
石排得更快。

当结石位于肾脏上部时：可在原
地双脚跳跃5分钟以上，多做跳绳、跑
步、上下楼梯等肢体及跳跃运动有利
于肾结石的排出。

当结石位于肾脏中部时：宜侧卧，
取患侧向上卧位，同时手掌呈空杯状
轻轻叩击肾区。

当结石位于肾下盏时，倒立排石
才有效。倒立排石的方法有以下几
种：①完全倒立法：这种方法只适合
年轻的患者锻炼。具体方式是头朝
下、脚向上整个人都倒立起来，此方
法效果明显；②床边俯卧半倒立法：
这种方法比较简单，大多数人都可以
做。俯卧于床边，腰部位于床沿，上
半身朝下，双手撑在地面，保持上身
与下身垂直，此方法可以起到不错的
辅助排石效果；③头低腰高位：用被
褥等物品把床的一端垫高，然后将腰
部放于高处侧卧位，上身与床面呈
45-60度角，此方法较安全，适合老
年人、高血压患者、脑血管病患者，以
及肥胖的患者采用；④膝胸卧位：俯
卧于床，臀部抬高，取头胸低、身体前
倾，胸部要尽量贴近床面，头偏向一
侧，双手放于头的两侧，若能有家属
配合手掌呈空杯状轻轻叩击肾区效
果更佳。

不过，运动排石也有注意事项，比
如采用运动排石的方法前，最好先饮
水 200 毫升以上，约 20 分钟后倒
立。无论采用哪一种“倒立”方法，以
反复多次为佳，不要一次倒立时间过
长，以免头部充血时间过长而造成不
适感。需要提醒的是，科学的运动方
式可以帮助肾结石患者快速排出体内
结石，但是如果过度运动导致发生肾
绞痛等应立即停止运动，并及时就诊
进行治疗。

通讯员 魏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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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46 岁，10 岁时一颗恒磨牙蛀
掉，杀了牙神经，补了几次填充物都脱落了，
随后一路烂，一直摇摇晃晃就是不掉，10年
前拔掉了，伤口也早已愈合。现在发现一个
问题，如果用力吮吸，从原来拔掉的位置有
时能吸出血，但不疼不痒，请问这个要不要
紧，会不会有牙龈癌风险？

南京市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病科副主任
医师 郭世梁：针对您所诉说的这个情
况，建议请专业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做一
个全面仔细的检查，明确病因，对因治

疗。有时需要进行影像学检查，包括常规
X线片检查甚至CBCT检查。检查一下
是否有残留的锐利牙根、锐利的骨尖、骨
嵴或预料不到的其他情况。就我的工作
经验来判断，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特殊
情况。至于您所担心的牙龈癌的风险一
般来讲，概率较低。总之，建议及时就医，
详细检查，排除一切不利因素和可能性，减
少您的担忧。专家门诊时间：周二下午、周
三上午、周五下午。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健康问答

扫
码
咨
询

运动排石
方法你用对了吗？

生活中，如果你发现牙齿上出现或大或
小的黑色洞洞，那说明你的牙齿可能龋坏
了。南京市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病科医生刘
雅菁介绍，龋齿，俗称“蛀牙、虫牙”，很多
人的牙齿都有不同程度的龋坏，大多数蛀
牙能看到牙面有黑色小洞，当食物中的致
龋性食物糖（特别是蔗糖和精制碳水化合
物）紧紧贴附于牙面，唾液蛋白会形成一层
薄薄的膜牢固地附着于牙面。细菌会粘附
在这层薄膜上产生酸性物质，逐渐侵袭牙
齿，形成龋洞。

刘雅菁介绍，龋齿的治疗，与龋洞的深
浅密切相关。当龋坏较浅时，我们可以磨除
龋坏组织，直接充填修复，俗称“补牙”。如
果在这个阶段没能及时发现，龋洞越来越
大，距离牙髓越来越近，不适感往往会越来
越明显，最常见的症状是遇冷遇热敏感。

当龋坏离牙髓很近时，虽然仍可以直接
充填修复，但有一定比例会出现充填后疼
痛。如果在这一阶段仍未引起重视，未及时

就医，龋坏会逐渐累及牙髓，出现或轻或重
的疼痛。

当龋坏累及牙髓时，就无法用“补牙”来
解决了。必须彻底清理掉感染的牙髓组织，
再将牙齿从根方到冠方严密充填，才能控制
髓腔内的感染。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的
“根管治疗”。

由于失去了牙髓的氧供，根管治疗之后
的牙齿较脆，容易折裂，需要用嵌体冠或全冠
修复来增加抗折性，延长牙齿的使用寿命。

刘医生提醒，为了保护牙齿，大家要早
晚刷牙、饭后漱口；少吃酸性刺激食物与高
糖食物，临睡前不吃零食；每年定期检查牙
齿，当牙齿出现了或深或浅的龋坏斑点时，
不要以为小毛病而置之不理，否则进一步发
展便会导致龋洞变大，最终发展成为牙髓
炎。小洞时治疗容易，只要将龋洞补起来，
就可以恢复牙齿的咀嚼能力，又能防止进一
步发展。 通讯员 成琳 吴梦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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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有洞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