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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可靠的医生
一旦生病了，大家都想找到最合适的医生寻医问药，
以求安心。这点可以理解，因为即使经过医学培训和统
一考核，医生间的诊疗水平差别还是挺大的，庸医误人的
事并不少见。正因如此，门诊中老专家、科主任成了患者
心中的“香饽饽”
。怎样才能找到一名可靠的医生？

很高。两者直接比较，显然是
不公平的。
美国很少有专科医生排
内科医生的比较就更难
名，即使一些杂志搞过“最佳 了。很多时候，医生诊断正确
医生”排名，也不太靠谱，多带 与否或用药是否有效，不是一
有广告性质。因为医生排名， 时半会儿能看出来的。病人
条件非常难选。
本身也有很多因素可能影响
先说外科医生，如果排名 疗效，除了个体基因差别，还
的话，或许应该比较“手术成 涉及是否遵医嘱用药，有没有
功率”和“并发症概率”。实际 其他疾病或环境因素影响，很
上 ，这 两 个 指 标 不 能 一 概 而 难比较。
论。一些外科医生收的病人
相对来说，医院排名有些
年迈体弱、病情严重，手术风 参 考 价 值 ，但 跟 大 学 排 名 一
险和并发症概率都会增高；有 样：前五和前一百，肯定有差
的外科医生也许只收年轻健 距；但前五和前十、前二十的
壮的患者，手术成功概率就会 区别就很难说了。

医生排名不必当真

所以说，
找医生时，
医生排
名看看就行了，
不必当真；
医院
排名可以参考，但不绝对。

就医常见三个误区
很多人看病爱找老大夫、
科主任、科研专家等，理由是
他们经验丰富。的确，经验非
常重要，但大家对此应有理性
认识，
避免以下三个误区。
误区一：年纪越大的医生
越好。医生年龄和水平没有
直接关系，甚至有研究表明，
医生工作年数和临床水平成
反比。临床知识更新迭代很
快，年纪大的医生如果不能跟
上知识的更新，那么经验代表
的可能是“自信地犯同样的错
误”，还不自知。有一定临床
经验是重要的，但光看年纪不
可取。
误区二：职位越高的医生
越好。有些病人削尖脑袋也
要找科主任或其他有行政职
位的医生看病。殊不知，这些
医生每天忙的是行政和人事
事务，想的是如何让医院有序
运营和盈利，往往很长时间没
独立看过病人，更别说了解最
新的医学进展和疗法了。一
名医生花在临床上的时间如
果低于 50%，就很难保证为病
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误区三：科研越牛的医生
越好。科研对医学进步来说
非常重要，但一名用大多数时

间来做科研的医生，未必是个
会看病的医生。如果没有足
够的时间从事临床工作，长期
做科研的医生诊疗水平是会
下降的。

如何找到靠谱的医生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判
断医生是否靠谱。
看医生的毕业院校和培
训背景。特别是看他有没有
在大型教学医院的培训或深
造经历。这是一个比较粗略
的标准，
但有一定参考价值。
看医生对病人的态度。
医生越有水平，态度越谦逊，
对病人越友善。因为他们深
知医疗的局限性，也明白人无
完 人 ，自 己 不 可 能 什 么 都 知
道。有这种认知和态度，才会
有一颗谦逊、谨慎的心。一名
自大、态度傲慢的医生，大家
千万要警惕。
看整体医疗环境和团
队。尤其是在生重病或需要
住院治疗时，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医疗不是一名医生的单
打独斗，还需要护士、药剂师、
化验和影像工作人员，甚至保
洁人员的配合。如果团队不
行，医生一人很难发挥应有的
作用。比如，若是医院卫生做
得不好，患者也许一个病没看
好，
又在院内染上了另一个病。
（据《生命时报》
李迪 章冰南/文）

老人冬季锻炼七大须知
不少老人热衷于锻炼，但冬季天气寒冷，锻炼也需注
意。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退化，多多少少有一些慢性病，
冬季运动是对付这些慢性病的好方法，但老年人在冬季运
动时要特别注意安全，有 7 个须知要遵守。
不要过早运动。这是因
为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都在不
同程度上出现动脉粥样硬化，
对气温急剧下降的适应能力
差，
易受寒冷刺激发生痉挛、
血
管收缩；
加之经过一夜睡眠，
血
液黏稠度高，血液循环阻力增
加，
如果进行大运动量锻炼，
容
易发生心肌梗死、
脑梗死、
脑溢
血等严重后果。外出运动最好
选在上午 10 时到下午 5 时，并
注意保暖，
应选在背风向阳处。
不要空腹运动。运动需
要能量，空腹运动的能量来源
主要靠脂肪分解，此时，人体

血液中游离脂肪酸浓度显著
增高。老年人由于心肌能力
较低，过剩脂肪酸带来的毒性
往往会引起和加剧老年人的
冠心病、动脉硬化。老年人在
晨练前，最好先补充一定的能
量，如热果汁、含糖饮料等；在
进行长时间野外运动时应携
带充足的食品或高能量的便
携食品 (如巧克力等)。
不要疲劳运动。老年人不
宜做剧烈活动，
应选择中小运动
项目，
如太极拳、
气功、
散步、
徒
手操等。不宜做倒立、
较长时间
低头、
骤然前倾弯腰、
仰卧起坐

等活动。这些动作易造成颅脑
血压骤然升高，
影响心脑功能，
甚至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由于
老年人肌肉收缩力减退、骨质
疏松，也不宜做翻筋斗、大劈
叉、快速下蹲、快跑等运动。
不 要 运 动 后“ 急 刹 车 ”。
人在运动时，下肢肌肉血液供
应量急剧增加，同时将大量血
液自下肢沿静脉流回心脏。
如果运动后突然静止不动，就
会使下肢血液淤积，不能及时
回流，心脏进血量不足，会引
起 头 晕 、恶 心 、呕 吐 ，甚 至 休
克，老年人会出现更为严重的
后果。因此，运动后应继续做
些缓慢的放松活动。
不要贸然做户外运动。
人 到 老 年 ，体 温 调 节 功 能 下
降，末梢循环差，抗寒免疫能
力远不如年轻时强，若贸然到

正确洗澡
天气寒冷，洗澡前后血压
变化大，对中老年人群而言，
容易发生中风等意外。专家
提醒，中老年人冬季要“正确
洗澡”，例如不要先洗头后洗
身体，避免脑部出状况，正确
的顺序是先洗脸、手脚，然后
冲身体，最后洗头，此外还要
注意保暖等。
医生建议中老年人洗澡

前先喝一杯温热开水，使腹腔
温暖。此外，要善用各种取暖
设备，例如洗澡前 15 分钟就开
启电暖炉，温暖整个空间；打
开 花 洒 ，让 整 间 浴 室 有 水 蒸
气，浴室温度保持在 25 摄氏度
为宜，然后用花洒冲脖子后方
1 分钟，保持体温，有助于稳定
血压。
（据新华社 曹一/作）

室外运动，受冷空气或风寒侵
袭，会使呼吸道黏膜血管收缩，
血液循环受阻，
抵抗力降低，
导
致黏膜发炎、流涕、咳嗽，诱发
感冒、
胃痛、
心绞痛等疾病。
不要从事危险运动。安
全是老年人冬季锻炼的头等
大事，要注意预防运动意外、
运动创伤和疾病发作。患有
疾病的老年人应从事平稳、轻
缓、舒展的体育运动。同时携
带必要的应急药物。一旦身
体感到不适，
应及时呼救。
运动后加强营养。运动
后，老年人应该在保证正常饮
食 需 要 的 基 础 上 ，适 量 增 加
糖、维生素等营养素的摄取。
可从粮食、豆类、辣椒、菜花、
萝 卜 、白 菜 的 进 食 中 补 充 营
养，
但忌暴饮暴食。
（据《新民晚报》 叶雪菲/文）

有此一说

老人居室有讲究
步入老年后，家中待的时间变长。
老人对居室中适当布置和装饰，有助产
生积极、
阳光的
“暗示”
，使晚年生活更舒
适愉悦。
房间朝阳 老人畏冷喜阳，
和煦的阳
光以及充沛的日照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
利。如果长年住在阴暗或潮湿的房间
中，
不仅会增加得病可能，
还易导致老人
滋生负面情绪。因此，老人的卧室最好
设在南面或东南面 ，使 阳光能照在床
上。同时，还要注意通过调节门窗相对
位置，
给卧室通风。
扔掉老旧物品，
避免睹物伤情 美国
堪萨斯大学老年医学研究中心发现，70
岁以上人群中，约 30%的人过去 1 年里
没扔过任何物品（除生活垃圾），
因为无法
割舍怀旧情绪。但是，
这些物品会带来居
室的拥挤，
还可能让老人在怀旧的哀伤里
无法自拔。建议把使用率极低的旧物及
时清理，
让家中环境变得清爽洁净。
别选垂叶类绿植，
以防心生抑郁 过
于细弱、叶片下垂的绿植有点缺乏生命
力，会给老人抑郁暗示，加重孤独倾向。
建议选择有根、阔叶、向上、生命力更强
的植物，
花束可以大一些，
这样的植物可
带来生生不息的暗示，
给人希望和向往，
可中和老人的迟暮心态。
挂的字画内容要积极 过于意志消
沉、色调单一的绘画作品或太过悲壮的
诗词都不适合老人。悲剧人物作品最好
不用，
以免产生愤怒、
悔恨的情绪。最好
挂几幅充满生机的花鸟或风光摄影作
品，
也可选寓意吉祥、
修身养性的字画。
灯光选用暖色 白天向阳的房间可
采用自然光为主、
灯光为辅的照明方式，
健康又节能。夜间，老人居室应选用暖
色灯光照明。白光对视网膜的刺激性较
大，强光有过于明晰的压迫感。暖光给
人安详舒适的感觉，
能让人身心舒展。
色调淡雅，简洁明快 布置老人卧
室，
墙面宜以高明度浅色调为主，
提高室
内亮度，
营造柔和宁静的空间氛围，
使老
人情绪平和愉悦。不宜过多使用黑色和
灰色，
否则让人产生压抑、
孤独、
落寞感；
当然，
也不宜采用过于艳丽的颜色，
因为
视觉冲击力大，
可能引发情绪波动，
不利
于老人入睡。

老人拄拐有技巧
不少老人觉得用拐杖很丢人，只有
到了腿脚特别不灵便时才使用。其实，
有几种问题就该开始使用了。
视力不好 视力下降、
看东西模糊的
老人，
外出时需要拄拐杖，
避开途中的障
碍物及危险。这些老人一般不存在握力
差、
上肢支撑力不强的问题，
建议使用单
足手杖，
即外形像问号的手杖。
骨质疏松 对严重骨质疏松和腰椎
压缩性骨折的老年患者来说，用拐杖可
减轻腰椎和关节负重的压力，
减少磨损。
平衡力差 老人运动机能减退，
平衡
能力下降，即使站立，也易晃动和跌倒。
拄拐杖可提高其控制身体重心的能力，
这样即使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老人也能
保护自己，避免被匆忙赶路的人撞倒。
腋拐或多足拐杖都适合平衡力差的老
人。建议容易疲劳或步行能力差者选择
带座拐杖，
随时休息。
中风患者 拐杖还适合有一定站立
和行走能力、但又需要获得平衡帮助的
中风患者。市面上有三脚、
四脚的款式，
这样的多足拐杖支撑面广且稳定性好，
除中风患者外，也适用于所有用单足手
杖不够安全的老人。
不过，
有些老人身体很硬朗，
手里就
已经拿着拐杖了，
这样不可取。有了拐杖
就有了依赖，
不仅会让身体能动性变差，
还会使老人不自觉地把重心渐渐偏向拄
拐杖的一侧，
时间长了会加剧弯腰驼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