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猕猴桃功效多

试试足部保健操

老人慎用四种抗菌药

一块西瓜放冰箱两天

八岁男孩吃了险丧命

平时我们在水果店买回来整

个西瓜或者半个西瓜， 要是吃不

完，都会放在冰箱里，等到第二天

再拿出来继续吃，但就是这样的习

惯，让陕西西安的 8岁男孩小小苏

差点丢了性命。

小小苏的父亲说， 二十几天

前，孩子在爷爷家吃了一块在冰箱

里放了两天的冰镇西瓜，虽然当时

爷爷还细心地把西瓜放置常温，并

且切掉了表层很厚的一部分，但小

小苏吃完以后还是得了病。

小小苏的父亲苏先生：“应该

是从第二天开始， 孩子就开始发

烧， 我们一直以为是上呼吸道感

染， 类似于像感冒这样的症状，也

带孩子去医院看了，检查结果显示

血常规各方面都比较正常，当时也

开了一些消炎药，退烧药，孩子也

在吃，吃完以后也会好转，但是从

第三天开始， 孩子就开始呕吐，呕

吐的情况特别吓人，就像自来水龙

头开到最大那种程度， 往外喷，我

们当时就特别紧张，就赶紧送到中

心医院。 ”

西安市中心医院儿科住院医师

侯红红回忆：“进来的时候，因为孩

子是一个脱水的状态，口唇很干燥，

精神稍微有点烦躁。 我们最终的诊

断是感染性腹泻，半中度的脱水，中

毒性的肠麻痹，毛细血管渗漏，麻痹

性肠梗阻， 对于一个 8岁的孩子来

说， 首先这个病的严重程度是他不

能承受的，因为一旦稍有差池，治疗

不及时，就会有生命危险。 ”

医生说，因为当时小小苏的情

况很危急， 儿科的医护人员都是

24 小时轮流照顾孩子， 在经历了

抗感染、全静脉营养、严格计算液

体入出量和持续胃肠减压等各种

治疗以后，小小苏的病情总算是稳

定了下来。在住院治疗 13天后，小

小苏终于痊愈出院了。

医生表示：像有的家庭发现蔬

菜水果坏掉了一块抠掉继续吃，

其实这种行为是不建议的，因为

它一旦有一块发生了腐败，整

个蔬菜和水果其实都已经滋

生了细菌。

提醒广大市民， 如果

吃了这种变质的食物，一

旦发生呕吐、 腹泻这些

消化道的症状，一定要

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

诊，以免延误病情。 ”

据《钱江晚报》

《中国老年人潜在不适当用

药判断标准》中明确列出，老年人

不适当用药涉及 13 个大类的 72

种药物， 其中的 28 种为高风险药

物，44种为低风险药物。 这些存在

风险的药物中有 4 种抗菌药，老年

人使用时应密切监测药物的潜在

风险。 这几种药的风险表现如下：

1.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包括庆

大霉素、妥布霉素、依替米星、奈替

米星、阿米卡星、卡那霉素、链霉

素，其潜在风险包括肾损伤和耳毒

性，肾损伤时可出现血肌酐和尿素

氮升高，耳毒性表现在听力明显下

降，甚至发生耳聋。

2.加替沙星 潜在风险包括血

糖异常（高血糖或低血糖），神经

异常（头晕、抽搐、晕厥、意识模

糊、癫痫等），心脏异常（心悸、心

动过缓等）。

3.克林霉素 潜在风险包括过敏

样反应（过敏性休克、高热、寒战、喉

头水肿、呼吸困难等）以及泌尿系统

问题（血尿、急性肾损伤等）。

4.万古霉素 潜在风险包括中

毒性表皮坏死症、 剥脱性皮炎、肝

损伤、肾损伤、休克、过敏症等。

老年人用药时一定要注意观

察身体不适症状， 必要时停药观

察； 用药时还要注意监测肝肾功

能， 根据肝肾功能调整药物剂量。

糖尿病患者禁用加替沙星。最重要

的是， 老年人不可擅自使用抗菌

药， 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

用，不随意增减药物剂量，并按疗

程服药。 据《生命时报》

今日提醒

足部保健操是让足踝部和

肌腱得到平衡的一种锻炼，能打

通下肢的经络和气血，缓解足部

的衰老。

足背屈 坐下， 双腿抬起与

身体呈 90 度，膝盖绷直，有种酸

胀的感觉， 坚持 10 秒以上，放

下。

足内旋 坐下， 双腿抬起与

身体呈 90 度，膝盖绷直，两个脚

尖并在一起，行内八字，两侧韧

带会有种牵拉感，至少坚持 5 秒

以上。

足外旋 坐下， 双腿抬起与

身体呈 90 度，膝盖绷直，两个脚

跟并在一起，做外八字，后边会

有一种很勒的感觉，感到酸胀为

宜。

对足跟 脚跟对脚跟成为

“一” 字，尽量让大腿往外撇，做

的时候身体不能往前弯，要挺起

胸膛，坚持 5~10秒。

摇摆 起身， 把腿打开与肩

同宽或比肩稍宽点，站直，把重

力放到前脚掌上， 抬起脚后眼，

先往右边， 然后脚后跟放下，左

腿放松， 把所有重力放在右腿

上，刺激足部经脉，动作要慢，可

以扶着椅子做。

提踵颤足 双脚与肩同宽，

脚尖冲前，挺胸收腹，小腿绷直

站立，吸气，慢慢抬脚后跟，绷紧

小腿肌肉，快速放下，用足跟敲

打地面。 据《中国中医药报》

不妨一试

专家手记

猕猴桃是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

的水果，口感酸甜，为人们所喜爱。 猕

猴桃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含有大量的

营养成分，功效也有很多。

降低胆固醇 食用猕猴桃可以

有效地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皮和果肉

接触的部分含有大量果胶，果胶中富

含维生素 C，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胆

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

美容养颜 猕猴桃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 C，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对改善

皮肤问题、 消除身体皱纹和细纹、延

缓皮肤衰老以及提亮肤色等有着积

极的作用，有减肥、美容等功效。 同

时，猕猴桃可以缓解身体因缺乏维生

素 C 导致的牙龈出血的问题，非常适

合女性食用。

排毒清肠 猕猴桃中含有非常

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些膳食纤维具有

助消化、排毒素、防止便秘的功效，可

以有效清除及预防体内堆积的有害

代谢物。 同时，还具有降低胆固醇、促

进心脏健康的功效。

生津止渴 猕猴桃性寒，其中含

有大量的水分和维生素， 有生津止

渴、防止上火、解除燥热等功效。 综合

营养课堂

颈椎病近年发病率明显上升，并

呈现低龄化趋势， 患者总是脖子发

僵、发硬、酸胀、疼痛，颈部活动受限，

仰头、低头、左右转头、左右偏头范围

变小，不能达到“尽头” 。 为大家推荐

一套“捉颏（读音 kē）” 能有效缓解

颈椎痛。

具体做法：1.左手向左侧舒展

平伸，掌心向上，右手抓下巴颏，

慢慢向右转头，直到极限，略停

2 秒，再缓慢将头转正，重复 7

次。 2.右手向右侧舒展平伸，

掌心向上， 左手握住下巴

颏，动作一样，只是捉颏转

头的方向相反， 做 7 次。

这套动作不仅能自我牵

引颈椎，还能促进颈椎

小关节复位。

据《生命时报》

捉捉下巴

缓解颈椎痛

不妨一试

近日，在贵阳有一场很“走心” 的肛肠普查活动———“中

老年人肛肠病专项筛查” ， 吸引广大中老年朋友踊跃参与，

但筛查结果却不乐观。 现场发现，不少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

度的便秘、便血、痔疮、肛瘘、肛裂、息肉等肛肠疾病，让晚年

生活品质大打折扣。

截至今日，贵阳肛泰肛肠医院面向全省开展“中老年人

肛肠病专项筛查”活动仅剩最后四天，需要参与筛查的市民，

请抓紧时间报名。 拨打电话 0851-85508699�可咨询详情。

中老年人专项筛查

预约热线火爆

一位患有混合痔八年的六旬

老人，曾在当地接受过手术治疗，但

术后却出现了漏粪、便血、便痛等症

状，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得知

有中老年专项筛查活动，于是就早

早的打电话预约。 没想到有这种想

法的不只是他，这段时间贵阳肛泰

肛肠医院的预约热线电话几乎被打

爆，全部是报名预约专项筛查。 同

时，活动现场也是好评如潮。

“年纪大了，什么病都来了，

这样专门针对我们老年人的活动

很实在，很贴心。 ”

“医生检查很轻柔，怕女同志

尴尬还专门安排了女医生给我们

检查，服务很周到。 ” 检查现场人

比较多， 但诊查过程却井然有序，

得到了市民的赞许。 筛查活动中，

患者年龄偏大， 遇到各种问题，现

场医务工作人员都一一耐心解释。

超导光电子肛肠镜

五分钟无痛查病因

“中老年人是肛肠疾病的高

发人群，但因为老一辈人检查意识

不强，又节约。 通过这样针对性强

的惠民检查，一方面让他们有条件

能做到有病及时检查治疗，一方面

也普及肛肠病科普知识，让他们认

识到危害，免得越拖越严重，做到

无病早防，有病早治。 ”

“其实肛肠疾病确诊很简单，

一般检查花个三五分钟就可以，

也没有痛苦与不适感， 却可能因

早检查发现疾病，及时治疗。 ” 贵

阳肛泰肛肠医院负责人介绍，超

导光电子肛肠镜不仅可将肛肠内

部深层病灶进行实时采集并显

示， 医患双方也都能看得到病情

发展状况， 是目前国际上检查肛

肠疾病最简单科学的设备。 本次

活动中，仅需 50元(原价 220元)。

专项筛查进入倒计时

最后 4 天请提前预约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中老年

人肛肠病专项筛查活动即将完美

落幕，贵阳肛泰肛肠医院作为主办

方在短短的七天内已接待八百多

名参与活动的市民，但本次活动截

止到 8月 31日，仅剩最后四天。

由于名额有限，所以在此提醒

广大市民，如果有便血、肛门长疙

瘩、肛门有肿物脱出、大便异常、肛

门瘙痒、肛门疼痛等肛肠不适者尽

早拨打电话预约。

本报记者 李江

“中老年人肛肠病专项筛查活动” 进入倒计时

活动最后四天，敬请提前报名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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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八百多名市民参与———

家备小药箱三提醒

许多家庭都备有小药箱， 大家都

喜欢将常用药放在小药箱里， 实际上

这样做非常不科学，这是因为：

1.药物长期存放过程中在温度、湿

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会产生复杂的

物理、化学和生物化学的变化，外用药

和内服药存放在一起会相互产生影响。

2.有可能混淆药物的用药方法，造

成伤害，如外用药樟脑、炉甘石洗剂外观

很像草莓口味的混悬液，易造成误服。

3.成人药和儿童药可能会名称相

同、外观相似，但规格不同，而儿童不

是“缩小版的成人” ，如果家长错误地

将成人的药物给儿童服用， 可能会产

生不可逆转的伤害。

因此， 家庭备药应将不同途径的

药品分开保存， 成人药和儿童药更应

分开保存。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药学

部副主任药师 刘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