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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要过不同的“
疾病关”，男女一生的防病指南在这里。
从我们呱呱坠地开始，就要面对隐藏在身边的各种“健康炸弹”，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疾病隐患，
甚至是生命威胁。
而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所面临的“雷区”是不同的，安全避开才能更好的享高寿之乐。

18 岁左右
男防生殖疾病，女防痛经
男性：青春期是男性生长发育的关键期，
隐睾等发病率较高， 因此这一阶段要关注生
殖健康；另外，长期穿过紧的裤子也会增加疾
病风险，因此尽量还是选择宽松的裤子。
女性：据一项调查显示，痛经在青少年女
性中的患病率为 67.2%。 青春期不太注意饮
食，爱吃生冷食物，易导致气血凝滞；另外，这
一阶段，身体对钙的需求量较大，月经期出血
量过多，易导致血钙低，造成子宫壁的肌肉痉
挛，收缩而致痛经。

30 岁左右
男护前列腺，女防偏头痛
男性：中国医学会统计发现，30 岁左右的
男性，前列腺疾病的发病率为 30%，其中前列
腺炎的发生率约占 31 一 41%！ 而前列腺是男
性生殖系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要及早
树立保护意识。
建议：
①补充锌元素： 能增强前列腺的抗感染
能力， 防止前列腺炎、 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疾
病。 锌元素主要存在于海产品、 动物内脏等
中，如瘦牛肉、猪肉、羊肉、鸡心、蛋黄等。
②补充硒元素： 能减少正常前列腺细胞
受到氧化剂的损伤。 海味、鹌鹑蛋、芦笋等食
物中含有硒。
女性：据统计，我国有 1000~2599 万人患
偏头痛， 发病率为 9.3%， 多发年龄为 25~35
岁。 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数据也显示，约
75%的偏头痛患者为女性， 年龄大多在 20~45
岁。
建议： 平日里可以用手指或梳子进行头
部按摩， 从鬓角朝额头向后脑勺缓慢进行圆
周运动。

30-40 岁
男防消化道疾病，女护子宫
男性： 三四十岁的男性正值事业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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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期，应酬多，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易患慢性
肝病（如酒精肝、脂肪肝等）、胃病（如消化不
良、慢性胃炎等）、炎症性肠病（如溃疡性结肠
炎等）。
建议：树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减少外出吃
饭的次数，远离烟酒。若经常出现上腹部不适、
饭后饱胀感、食欲不振、大便异常等情况，一定
要及时就诊。
女性：据统计，女性 25 岁 -44 岁，属于育
龄期，也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高发期，占了约
76.1%！痛经、月经过多、月经前后大便坠胀、有
周期性尿频尿痛或者周期性血尿等症状都可
能是子宫内膜异位的症状， 应及时去医院检
查。 有规律的体育锻炼可以调节雌激素水平，
从而降低子宫内膜异位症风险。
建议：女性每周进行 3 次瑜伽训练和 1 次
中等强度的全身活动。

40-50 岁
男防三高，女防更年期
男性：一方面人体的新陈代谢水平逐渐下
降，另一方面，饮食习惯差，锻炼少，都让身体
承受着三高问题的打击。这个年龄段的男性一
定不能忽视饮食的均衡和体重的控制。
建议：增加蔬菜、豆类的摄入；每周三天
30 分钟以上的运动， 可配合 60%的有氧运动
和 40%的器械训练。
女性：女性过了 40 岁，卵巢功能会逐渐降
低，导致雌激素、孕激素、雄激素等分泌减少，
继而出现一系列更年期综合征，如潮热、情绪
难控、记忆力减退等。
佛手郁金粥：
材料：佛手 15 克、郁金 12 克、粳米 60 克、
盐少许。
做法：将佛手、郁金、粳米一起放入锅内，加适
量清水，先大火煮沸，后文火煮至粘稠，出锅前
加适量盐调味。
功效：此粥能疏肝解郁、理气养胃，很适合
更年期妇女食用。

50-60 岁
男防糖尿病，女防少肌症
男性： 糖尿病患者集中在 50—60 岁以上
人群，占样本总量的 42%。 糖尿病不仅会升高
血糖，还会引发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

日

病足、神经病变等并发症，对很多男性而言，想
要预防糖尿病，减少腹部脂肪很重要——
—相关
研究显示，与正常腰围者相比，腹部型肥胖者
的糖尿病患病率，增加 4 倍之多！
建议： 每天都能进行 30 分钟左右的有氧
运动，适当多吃高纤、低饱和脂肪等食物，少吃
含糖、含脂高的食物，最后还要注意血糖的监
控。
女性：50 岁以后肌肉丢失加速，尤其是女
性，预计到 60 岁，肌肉丢失将达到 30%，80 岁
以上肌肉几乎流失一半。这一时期要适当增加
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高频低量的补充肉蛋奶类
等食物，还要增加抗阻训练提高机能状态。

60 岁以上
男防卒中，女防骨折
男性： 据统计，64%的脑卒中发生在 60—
75 岁人群中，但有年轻化趋势。 美国心脏病协
会的研究发现，男性患脑卒中的风险略高于女
性。 研究发现，戒烟对于预防脑卒中的意义重
大。 此外，还要积极控制
“三高”。
女性： 我国目前有 7000 万人患有骨质疏
松症，60 岁以上人群中发病率为 56%，其中女
性发病率高达 60-70%。 预防骨质疏松不仅要
补钙，还要补充维生素 D，以帮助钙质的吸收；
而锌和镁则能促进钙和铁的吸收及生物利用；
另外，也不要忘记适度的体育锻炼。

70 岁以上人群
预防心血管疾病
我国 70 岁以上老年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率高达 67%！ 有高患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
率、高复发率、并发症多等特点，让其成为危害
老年人健康的
“头号杀手”。
减少心血管疾病，首先要控制坏胆固醇和
甘油三脂的升高，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
饮食， 适度锻炼等都能使人体脂肪正常代谢；
另外，烟也是血管发生故障的元凶之一，要戒
烟，也要远离二手烟。
提示：虽然疾病的发生率在某一年龄段会
偏高，但其它阶段也可能会出现，提醒大家要
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并每年进行相应的
体检，及时掌握自身健康状况。
（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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