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摩的适应症与禁忌症有哪些？
■生活小窍门

□梁迎春

按摩疗法快捷有效， 适应范围
也十分广泛， 可以应用到各科。 如
何具体区分按摩的适应症与禁忌
症， 令很多人惘然 。 如果不对症 ，
不但贻误了治病时机， 甚至还可能
将病情加重。 只有了解按摩的适应
症和禁忌症有哪些 ， 才能明确诊
断， 辨证论治。

按摩的适应症可将其分为三

种：损伤类、退行性病变和非化脓性
引起的疼痛。 损伤类的病症包括 ：
肌肉劳损、 急性扭伤、 陈旧性扭挫
伤、 骨折、 脱位等。 非化脓性炎症
引起的疼痛包括： 纤维质炎、 关节
炎、 强直性脊柱炎等。 退行性病变
包括：骨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
突出症、椎管狭窄症、腰椎骶化等。

按摩的禁忌症也可以分为三

种： 化脓性炎症、 结核与肿瘤、 其
它病症。 化脓性炎症包括： 脊柱化
脓性骨髓炎、 硬膜外脓肿、 皮肤上
有疖肿、 毛囊炎等化脓性炎症。 结
核与肿瘤包括： 身体各部位的结核
与肿瘤。 其他病症包括： 高烧、 出
血性疾病、 皮肤上有伤口、 局部有
静脉炎， 对高血压、 心脏病、 以及
怀孕妇女皆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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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

妻子沉浸在
小狗离世的悲伤中
走不出来，
我该怎么帮助她？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61004804
本版E-mail： ldzzmys@126.com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与本报合办

工工会会提提供供心心呵呵护护
职职工工享享受受心心服服务务

□本报记者 张晶

免费职工心理咨询在线服务
www.bjzgxl.org

怀孕是件快乐的事， 怀胎十月的
各种禁忌却很烦人， 你压根儿就不想
遵守？ 但是， 你是否知道， 有些人根
本无从选择， 终生都必须遵从很多禁
忌， 一旦怀孕， 她们更必须小心翼翼
避免惹上 “麻烦 ”？ 这群人的名字 ，
就叫 “过敏族”。

有些专家认为， 每个人都会对某
些东西过敏， 但却可能因为情况不严
重或短暂出现而没有被察觉。 但是，
有些过敏却会持续一辈子 。 无论如
何， 每个人过敏的严重度和病程都不
一样。 过敏背后， 其实是身体内一连
串复杂的免疫机制反应。

怀孕期间的过敏主要有两个方
面， 一是使得母体过敏体质变得更严
重， 二是诱发胎儿形成过敏体质。 怀
孕期间，母体荷尔蒙的改变，会影响到
身体的免疫系统及过敏反应。 这些荷
尔蒙的作用类似类固醇， 会减弱身体
的过敏反应以减少母体对胎儿的排斥
（对于正常的身体而言， 胎儿是多出
来的 “异物”）。 但是， 荷尔蒙变化也
会增加怀孕期过敏发作的几率。 当过
敏原刺激体内的免疫细胞而引起过度
反应时，便会产生过敏，其中以呼吸道
和皮肤过敏在怀孕期间最为常见。

●孕期三大过敏现象

1 哮喘
哮喘控制是怀孕期间非常重要的

事项。 原本就患有哮喘的女性， 一旦
怀孕， 哮喘发作的频率会提高， 也有
些人会在怀孕时初次发作。 哮喘发作
将会降低供应给胎儿的氧气量， 容易
引发早产及胎儿体重过轻现象 。 所
幸， 大部分哮喘药物对孕妇和胎儿都
是安全的， 但是建议使用最低剂量。

2 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经常在怀孕时才初次

发作， 孕妇会有鼻塞、 鼻痒及鼻涕多
的症状， 这些都是孕期荷尔蒙所引发
的现象。

3 湿疹、 荨麻疹
湿疹和荨麻疹是怀孕期间相当普

遍的过敏现象。 妊娠多形性皮疹 （简
称PUPPP）， 正是孕期常见的特有皮
肤过敏现象。 PUPPP的形态很多样化
（例如： 荨麻疹、 丘疹、 斑块或小水
泡等等 ）， 一般会从肚脐周围开始 ，
沿着妊娠纹， 逐渐往胸部、 大腿、 小
腿及上肢蔓延， 孕妇会觉得非常痒，
甚至影响睡眠。 但是， 这类情况通常
在怀孕后期就会缓解， 生产后， 皮疹
也会很快就消失。

另外， 湿疹也是过敏体质特有的
皮肤症状之一， 但是， 湿疹的状况往
往会在怀孕期间有所改善， 原因可能
是因怀孕期间体内荷尔蒙具有类似类
固醇作用的缘故。

●避免遗传过敏体质方法

如何避免孕妇过敏发作以及即将
出生的宝宝遗传过敏体质 ？ 建议如
下：

1、 不 吸 烟 以 及 避 免 吸 入 二
手 烟。

2、 避免喝酒。
3、 尽量避免食用会激发过敏的

食物， 例如： 花生、 坚果类、 蛋类、
海鲜等等。

4、 避免过度暴露在有动物 （例
如： 狗、 猫、 马等等） 以及有家中尘
土的环境中。

5、 如果孕妇患有哮喘， 在孕期
中仍需继续服用哮喘处方药物。

6、 避免服用所有非处方药， 以
及含色素或填充剂的维他命。 另外，
服用中草药前应先和医生讨论。

7、 避免任何会激发过敏的程序，

例如： 避免进行皮肤过敏测试或接受
脱敏治疗。

8、 在怀孕期间服用益生菌。
9、 孕妇应持续运动、 摄取均衡

饮食及确保睡眠充足。

●未出世先过敏？

如果母亲有过敏体质， 肚子里的
胎儿有30%几率遗传过敏体质。 假设
父母都有过敏体质 ， 几率则提升到
60%。 其他增加胎儿过敏几率的因素
还包括：

1、 吸烟
在怀孕期间 （尤其是怀孕初期）

吸烟， 宝宝将来有过敏体质的几率比
较高。

2、 出生季节
如果父母都有过敏体质， 而宝宝

出生季节又刚好是花粉传播的季节，
那么宝宝患鼻子过敏及气喘的几率会
提高。

3、 饮食
虽然至今仍未有研究证实， 怀孕

期的饮食和过敏有直接关系， 但建议
有过敏体质的人， 最好还是小心注意
饮食， 避免影响自身健康和胎儿。 因
此， 有过敏体质的怀孕妇女， 应该在
怀孕期做好预防工作， 减少或避免摄
取会激发过敏反应的食品， 从而控制
及减少过敏病发作。

要小心孕期
三三大大过过敏敏现现象象
□陶诗秀

【职工困惑】

我和妻子养了一只狗， 当初把它抱来
时， 妻子还不是很赞同， 而且也很焦虑，
因为她没养过宠物， 总怕小狗养不活。 但
随着小狗长到了两岁， 已经成为了家庭中
的一员 ， 妻子也越来越喜欢它 ， 离不开
它。 可就在上个月， 小狗生了重病， 虽然
我们没日没夜地照顾它， 带它看病， 可还
是没能留住它。 现在小狗已经走了一个星
期了， 妻子还是每天以泪洗面。 如果不是
我逼着她吃饭喝水， 她都不知道饿， 整个
人瘦了好多。 我想安慰她， 但却不知道该
怎么办？ 我怎么才能让妻子开心起来呢？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 您
好， 小狗的生病离世， 是一件让人十分悲
伤的事情。 面对小狗的生病离世， 你们已
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 带它看病， 精心
照顾， 在小狗离开的最后时刻一起陪伴
它， 并且细心地告别安葬。 其实你们所做
的一切， 已经很好地帮助您和妻子面对悲
痛和哀伤了。

【专家建议】

《西藏生死书》 说：“我们是一个没有
死亡准备的民族”。 但只有真正体验过死
亡， 才能明白生命所赋予的意义。 面对死
亡，我们都要补课。您不妨把这件事当作和
妻子共同面对分离、死亡和悲伤的经历。

我们不妨把悲伤当作一位不受欢迎的
客人。 当它到来时， 如果我们闭门不见，
它会不停砸门， 让我们更加烦恼。 不如打
开门， 请它进屋坐一会儿 ， 陪着它聊聊
天， 而不是逃避。 当我们充分体会了失去
的感觉， 悲伤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就会
自行离开， 当然它还是偶尔会回来， 这就
是悲伤。 不过在这样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
成长， 变得更为坚强。

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在妻子处于悲伤
中时， 从照顾妻子身体的需要入手， 关心
她的饮食和睡眠， 而且您也保持着稳定的
情绪， 给了妻子很大的安全感。 同时， 我
们也要做好忍耐的心理准备， 可能是忍耐
妻子激烈的情绪， 也可能是忍耐长时间的
悲伤。 我们要尊重妻子独特的视角看待丧
失， 就像您说的， 妻子本就焦虑， 没有养
过宠物， 也没有经历过宠物逝世， 小狗就
像家人一样。 我们不要用自己的个人经历
去规定对方的体验， 尊重妻子面对悲伤的
节奏。

准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