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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药物“偷走”你的维生素
维生素B、C、K被抗生素抑制
慧玲。
药物也会“偷走”体内维生素

最近王阿姨总感觉自己全身乏力，
肠道消化能力也变得很差。去医院看病
才知道自己服用的利尿剂会导致体内
的维生素大量流失。 然而，生活中除了
利尿剂，还有许多药物也会“偷走”我们
体内的维生素。 对此，记者采访了广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医师楼

在日常饮食中，我们每天都要摄入
一定量的维生素来维持身体机能，人体
一旦缺乏维生素，相应的代谢反应就会
出现问题，从而产生维生素缺乏。 值得
警惕的是，一些药物会悄悄“偷走”体内
的维生素。
楼慧玲表示，虽然人体内有一定量
的维生素储存，短期内服用某种导致维
生素流失的药物对身体不会造成太大
的影响，但对于一些治疗慢性疾病的药
物，如果服用的周期过长，就会导致人
体内的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流失，从而
影响疾病的康复。
维生素B、C、K被抗生素抑制
我们知道，抗生素的使用有一个周
期，如果一旦有药效就停药的话，不但

脑卒中认识功能
障碍的治疗
中风，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运动功
能的障碍（我一侧身体动不了了怎么
办），或者是语言功能的障碍（我说话
好像不是那么利索了）， 同时有一些
吞咽功能的障碍 （不能经口进食，需
要通过鼻饲管进食）， 而往往容易被
大家忽略的是认知功能障碍。
认知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
1.定向力障碍，患者对时间、地
点和任务缺乏定向力，他们不知道每
天的时间，也不知道自己在哪。
2.注意力障碍，患者进行一项活
动时，不能持续注意。
3.记忆力障碍，对个人重返生活
岗位和独立生活能力产生影响。
4.执行力障碍，患者难以选择并
执行与活动相关的目标。
5. 感知觉障碍， 表现为失认证
（能够看见物体， 但不能辨认视觉对
象）和失用症（不能正确地穿衣服，衣
裤的内外不分）。
6.精神行为异常，主要表现为抑
郁、淡漠、人格改变、精神运动迟缓、
情感失控、行为异常等。
认知功能障碍总的治疗原则有：
1.药物治疗，分为防治性和症状

性治疗。
2.认知康复干预，分为功能性恢
复和代偿两大策略。 主要包括定向力
训练、注意力训练、记忆力训练。
3.放血疗法，起到促醒、活血通
络、补髓健脑增智的目的。
4.中药专方治疗，主要以调心补
肾、健脾养血、益肾填髓为主。
康复医院不仅提供专业治疗，同
时为病人及家属提供一种“丰富环
境”。 丰富环境不仅仅是外部环境刺
激，而且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感觉
刺激、运动刺激和社会交往刺激。大量
研究显示， 脑卒中患者每天大部分时
间独处，不愿意与他人交流，缺乏主动
活动的意识，明显影响其功能恢复（对
于一些非气管切开的病人， 鼓励入住
双人间、三人间，鼓励结交病人，一个
好的病友就像一个好的学习伙伴，相
互交流鼓励， 同时减少长期住院带来
的焦虑）。丰富环境通过提供多样的外
界刺激，增加运动、感觉和社会活动。
研究显示，相比于普通环境，暴露于丰
富环境的脑卒中患者主观能动性明显
增强，患者之间的交流增多，也更愿意
参与各种常规康复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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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是一类应用广泛、治疗效果显
著的药物。但是，由于其药理作用复杂，
如若应用不当， 也会带来各种不良影
响，所以，原则上应尽量小剂量短疗程
治疗。而对于一些肾上腺疾病的患者则
需要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 楼慧玲表
示，在长期服用的过程中，糖皮质激素
会加快维生素D在肝脏的代谢，引起维
生素D缺乏。 同时，还可能导致维生素C
的缺乏，从而出现骨质疏松和类似坏血
病的症状。
所以， 如果长时间服用此类药，可
在医生指导下，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D
和维生素C的食物如橘子、牛奶等。 必
老人报
要时，可遵医嘱适量补充。

健身教练指出， 跑步机锻炼之所
以容易出现损伤， 主要是因为使用方
法不当，常见的使用误区有以下几个。
缺乏热身 上跑步机前如果不做
热身活动，很容易造成大腿、小腿肌
肉拉伤。 压腿、下蹲、拉伸肌肉、屈
伸关节等能提高肌肉的温度，使肌
肉变得更加柔软。
速度设定太快 健身者使用跑
步机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运动极限。
如果体力跟不上，设定的跑步速度
过快，就容易出现节奏跟不上的情
况，很容易摔倒，这是“新手们”常
会遇到的问题。 上跑步机后应先进
行慢走、慢跑等“动态”热身，再慢
慢加大运动量，此过程以10分钟为
宜。

小广告、大市场，小投入、大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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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动 过 量 健身者运动时间、强
度要根据运动目的而定。 在跑步机上
慢跑半小时以上会消耗脂肪， 超过1
小时就会消耗蛋白质。 因此，是以减
肥为目的者， 跑步时间以40分钟为
宜， 运动量过大的话
很容易体力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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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患者补点维生素C与D

跑步机没用对，运动也会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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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新鲜蔬菜水果、谷物、肉类和内脏等，
并可到医院定期检测相关维生素水平。

治不好病，即便已经好转的病情也可能
因为残余细菌作怪而反弹。而服用抗生
素却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生活在肠道的
部分微生物的存活，它们起到促进维生
素在体内吸收的作用，如果长期抑制这
些细菌的存活， 势必会导致维生素缺
乏，尤其是维生素B、C、K。
楼慧玲提醒， 长期使用青霉素、氯
霉素等抗生素可能会抑制与B族维生
素吸收有关的微生物， 引起口腔溃疡、
咽痛等不适。 而连续服用2周以上的头
孢菌素， 则会抑制维生素K的合成，导
致凝血酶原降低而发生出血。如果服用
四环素每日1克， 连续3~4天可引起血
中的维生素C含量降低，从而诱发坏血
病，患者常表现出牙龈肿痛、出血，关节
疼痛等症状。
所以，对于长期服用这类药物的患
者，建议在医生指导下调整饮食结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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