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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是餐桌上一道不可缺少的味
道，喜欢吃辣的人对这种感觉的形容
就是“爽”、“过瘾”、“痛快”，吃过之后
是酣畅淋漓，但是当辣遇到了“后门失
守”，你还敢吃辣吗？

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痔疮高发
痔疮是肛门直肠底部及肛门粘膜

的静脉丛发生曲张而形成的一个或多
个柔软的静脉团。如果患有痔疮，肛
门内肿大扭曲的静脉壁就会变得很
薄，因此排便时极易破裂，患者常常出
现便血、感染、疼痛、排便不净等种种
症状。

“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引发痔疮。”
海南杏林肛肠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
蔻文主任表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精加工食品被摆上餐桌，

久坐在电脑前工作也变得不可避免，
麻辣的食品也成为一种时尚。痔疮的
高发也就不足为奇。至少有70%的
患者不是选择积极的治疗，而是选择
了“忍”！只要能暂时控制住症状，就
尽可能地挨过去。这些患者病情轻的
认为吃点“下火”的清热药物，导致部
分患者病情加重，错过最佳治疗时期，
陈旧的观念和落后的治疗方法严重困
扰着肛肠疾病患者。

“年底将至，各种应酬比较多，有
的患者吃香喝辣导致痔疮加重。”蔻文
拿着手里门诊病历统计表告诉记者，
上周就接诊了一位40来岁的痔疮伴
有肛裂的患者，患者入院前多天应酬
吃辛辣火锅和喝酒，而后大便时发现
有大量出血，感觉肛门有肿物而且触
摸时疼痛难忍。

麻辣饮食绝对是痔疮患者的大
忌。若吃火锅，应戒辣，辣会令直肠血
管胀大，导致血管爆裂，而喝酒也是痔
疮的诱因之一，一边吃辣一边喝酒更
是危险，酒精能让会阴的静脉血管更

“慵懒”，瘀滞更多的血液。

当心小“痔”酿大事
痔疮危害多，忍不是办法，积极治

疗方为上策。
为什么这么说呢？蔻文主任说，

长期便血会导致贫血。核脱出肛门
外，分泌物增多，诱发肛门瘙痒症或肛
门湿疹。女性患者还会导致妇科疾病
的发生。患者因便时疼痛，强忍不便，
恶性循环，最终可导致肝、肾病、肛裂、
大肠肿瘤等的发生。临床上，还有一
种情况较常见的现象是：认为便血或

肛周任何坠胀不适都是痔疮所致，麻
痹大意，延误了真正的疾病肠道肿瘤
（直肠癌），从而丧失最佳治疗时机。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90%以上的直
肠癌患者在早期都曾被误诊为痔疮。

蔻文主任提醒，对于长期不明原
因的便血、贫血，或是排便习惯改变、
大便形状改变、便秘或腹泻交替进行
等症状，以及有家族性肠癌遗传病史、
结肠息肉病史等人群，应及时到正规
肛肠专科医院进行就诊、检查。

“无症状的痔无需治疗，
有症状的痔无需根治”

对于痔疮等肛肠疾病的治疗，蔻
文主任说，目前对痔的治疗原则为：无
症状的痔无需治疗，有症状的痔无需
根治。治疗重在消除、减轻痔的症状，

而非根治，同时注意功能的保护，并兼
顾患者的耐受。

“其实，痔病微创治疗的理念古已
有之。”蔻文主任说，痔病微创治疗理
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句：更小的创伤、
更少的痛苦、更短的疗程、更好的疗
效。但并不是所有的痔病都适合微
创。多饮水、高膳食纤维饮食可以做
痔的初期治疗，一些痔疮可以通过内
服中药对症治疗。而在痔疮严重时，
除内治外，再配合外治如熏洗法、塞药
法、枯痔疗法、结扎疗法和手术。比如
血栓性外痔，只需切开皮肤，剥离血栓
即可治愈。PPH在治疗Ⅲ、Ⅳ期的环
形痔有明显的优势，疗程比传统手术
可以缩短一周时间，但如果治疗Ⅱ期
内痔也用PPH，就好比“用大炮打小
鸟”。

吃辣痔疮突加重，“后门”失火“受刑”
海南杏林肛肠医院“微创除痔”健康热线：31933333

“广安堂杯”省羽毛球俱乐部
联赛最终排名
组别 名次 队名 胜次

1 天鑫俱乐部 13
2 百年天鑫队 10
3 扬羽青年队 10
4 陵水羽协 9
5 浩瀚俱乐部 8
6 羽仕王朝 7
7 众宇俱乐部 7
8 三亚快羽 6
9 足凤凰俱乐部 6
10
11
12
13
14
1 省防汛抢险队（晋级）
2 范氏俱乐部（晋级）
3 羽动天下（晋级）

甲
组

乙
组

拍拍俱乐部
龙羽俱乐部
轻羽飞扬（降级）
嘉华王朝（降级）
双巴塔羽人（降级）

5
5
3
1
0

南国都市报12月2日讯（记者
吴雅菁）“广安堂杯”第二届海南省
羽毛球俱乐部联赛历经一个月的激
烈角逐，于11月30日在博豪羽毛球
馆圆满闭幕。本届比赛有来自海
口、三亚、陵水、保亭、定安、屯昌、文
昌等各市县代表队精英共688人，
是目前我省举办水平最高、规模最
大的羽毛球赛事。

本届联赛分甲、乙级别，甲级最
后三名降级，乙级前三名晋级，甲级
倒数第四与乙组第四名进行附加
赛，争夺最后一个甲级名额。

甲级联赛中，天鑫俱乐部与百
年天鑫稳坐第一第二名席位，扬
羽青年队以一分的优势领先陵水
羽协，获得本届联赛的第三名。
为保级而战是本届联赛的一个亮
点，处在降级边缘的三亚快羽、
拍拍俱乐部、龙羽俱乐部、足凤

凰俱乐部、羽仕王朝和众羽俱乐
部，他们在最后一天的三轮较量
中全力以赴。最后以三亚快羽和
羽仕王朝最先摆脱降级危险，拍
拍俱乐部险胜众羽俱乐部保级成
功，龙羽俱乐部最终落在甲组倒
数第四名，参加附加赛。

乙级联赛中，头号种子省防汛
抢险队一路凯歌奋进。而二号种子
范氏俱乐部在八进四的淘汰赛中遭
遇亿迅达名羽队，在0：2落后的情
况下，奋力拼搏，最终3：2逆转赢得
比赛，半决赛又再次3：2险胜羽动
天下俱乐部，进入决赛，最终在与省
防汛抢险队争夺冠亚军时败北。另
一黑马羽动天下队八进四时3：0轻
松拿下飞羽部落，在半决赛时，不敌
范氏俱乐部。屯昌羽协一路走来不
简单，3：1拿下乙级B组第一名华羽
俱乐部进入四强，在半决赛遭遇头

号种子省防汛抢险队，0：3落败后只
能与羽动天下争夺乙组第三名席
位。谁都不愿意落在第四名打附加
赛，屯昌羽协和羽动天下俱乐部可
谓使出浑身解数，先是屯昌羽协2：
0，羽动天下凭借混双和男单硬是扳
回2项2：2，因屯昌羽协一个月来的
辛苦奋战，已经到了强弩之末，最终
输给了羽动天下，参加附加赛。

本届附加赛是乙级屯昌羽协和
甲级倒数第四名龙羽俱乐部之间展
开较量，最终龙羽轻松赢得比赛，拿
下了下一届甲级联赛的最后一张入
场券。

甲级前三名获得奖金6000元、
4000元、2000元，以及奖杯、奖牌、
证书、奖品。乙级前四名各获得奖
金1000元。除以上奖金外，参加本
届联赛的每个甲级俱乐部均获得补
贴2000元。

“广安堂杯”第二届省羽毛球俱乐部联赛落幕

C罗
C罗今年帮助皇家马德里夺得了

队史第10座欧冠冠军奖杯，打进了
创纪录的17球，同时帮助皇马捧得西
班牙国王杯。C罗还帮助葡萄牙国家
队在世界杯附加赛中击败瑞典队，进
军世界杯正赛。本赛季，C罗在各项
赛事已射入24球，其中在西甲12场
比赛中射入20球、助攻8次，在射手
榜和助攻榜上都居首位。

梅西
梅西本年度同样表现出色，在此

前的两场比赛中，连续完成“帽子戏
法”，成为西甲历史和欧冠历史的双料
射手王。在巴西世界杯上，梅西率领
阿根廷队时隔24年后再次闯进决赛。

诺伊尔
今年对于诺伊尔来说也是丰收

的一年。凭借稳健的发挥，诺伊尔帮
助拜仁慕尼黑夺得德甲和德国杯的
双料冠军，更重要的是他帮助德国队
时隔24年再次成为世界杯冠军，7场
比赛只丢掉了4球，摘取世界杯最佳
门将的荣誉。

2010年起，原金球奖与原国际足
联世界足球先生合并为国际足联金球
奖之前，C罗和梅西各获奖一次，合并
之后梅西三次获奖，C罗则是上年度
该奖项得主。诺伊尔此前则尚未获此
荣誉。但包括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在
内多位国际足坛的重要人物都公开表
态称，德国人该获得本年金球奖。

有博彩公司开出了最新赔率，C
罗以1.18的低赔率成为获奖大热门，
而梅西和诺伊尔的获奖赔率相同，为
7.00。比起23人候选名单公布时的
1.12，C罗赔率稍有提升，而梅西的赔
率没有变化，诺伊尔的赔率从26.00
降到了现在的7.00。 （据北京晚报）

最佳教练的争夺同样激烈，3
位竞争者性格迥异，各有特点。勒
夫被称作爱挖鼻孔、喜欢穿黑衬衫
的帅男，安切洛蒂则一直有着“安
胖”的不雅称谓，而西蒙尼更多人
叫他“西疯子”。

勒夫
率领德国队时隔24年再次成

为世界杯冠军的勒夫夺魁呼声最
高。他今年54岁，从2006年开始
担任德国队主帅，率领德国“黄金一
代”在2008欧洲杯获得亚军，2010
世界杯和2012欧洲杯都打进半决
赛，终于在今年登上巅峰。

安切洛蒂
今年 55 岁的安切洛蒂，在

2013-14赛季率领皇马在欧冠中
取得突破，成为欧冠历史上第一支
夺冠次数达到10次的球队，此外
他还率领皇马夺得上赛季西班牙
国王杯冠军。在本赛季西甲比赛
中，皇马目前取得16连胜，打破俱
乐部成立112年以来的历史纪录。

西蒙尼
今 年 44 岁 的 西 蒙 尼 ，在

2013-14赛季率领马竞时隔18年
再次夺得西甲冠军，终结了皇马和
巴萨多年来轮流把持西甲冠军的
局面。西蒙尼还带领马竞以不败
战绩进入欧冠决赛，马竞经过加时
赛负于皇马。最佳教练候选始于
2010年，第一届最佳是主帅穆里
尼奥。 （刘大伟）

FIFA公布最终3人候选名单

C罗
梅西
诺伊尔争金球

“绝代双骄”PK诺伊尔！国际足联2日晨在瑞士苏黎世公布了2014年度国际足联（FIFA）金球
奖的最终3人候选名单，C罗和梅西不出意外榜上有名，而他俩共同的对手则是世界杯冠军得主、德
国门神诺伊尔。最终他们之间的争夺谁能笑到最后？答案将于明年1月12日的颁奖典礼上揭晓。

勒帅安胖西疯子 争最佳教练

第47次当选周最佳球员

詹皇破纪录
NBA官方2日晨宣布，骑士队

的勒布朗·詹姆斯当选上周东部最
佳球员，这让他职业生涯荣获周最
佳的次数达到47次，成为NBA历
史之最。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詹姆斯率
领骑士队分别击败魔术队、奇才队
和步行者队，取得3胜0负的不败
战绩，这期间詹姆斯场均交出25.7
分、8.7次助攻和5.3个篮板的全面
数据，骑士队也成为上周唯一保持
不败的东部队伍。

cleveland.com网站肯定了詹
姆斯领袖作用的回归，“防守上更加
凶狠，进攻上更具侵略性，最重要的
是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

三连胜之后，詹姆斯曾提及最
近赢球的秘诀，“赢球的最好方法就
是引领队友们的发挥，过去的一周
我的兄弟们做到了。” （徐邦印）

C罗

梅西

诺伊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