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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款木瓜花生鸡

脚汤，甘润清甜、生津益肺、

美肤养颜、健脾和胃，适合

秋天饮用。

取一个 500 克左右的

半生熟木瓜， 去皮挖籽，切

成大块； 鸡脚 300-500 克，

洗净去甲， 用刀背拍裂；花

生米半碗，洗净浸泡约 1 小

时；蜜枣 1 个；瘦肉 200 克，

切成大块；姜 3 片。 上述材

料放进锅内， 加水浸过汤

料，大火煲沸后，改小火煲

一个半小时左右，调入适量

盐即可饮用。

这些食材巧妙搭配，尤

其适合易出现皮肤干燥、疤

痕痒、脱屑的女性和老年人

饮用。

广东佛山市中医院皮

肤科主任中医师 钟卫红

花生煲鸡脚

甘润去燥

不妨一试

扫描二维码，关注“贵

阳晚报黔生活” 微信公众

号，有健康问题随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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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6 日 （下周

二）14时至 15时， 贵阳市卫生计

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处 （艾滋病防

治工作处）处长刘毅峰，以及贵阳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防科科长

周健、 副科长袁飞， 将值守本报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青少

年如何防治艾滋病的话题，与广大

读者进行交流。

据了解，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

毒 （HIV） 引起的一种传染性疾

病，一旦感染该病毒，人体的免疫

系统将很容易受到破坏，进而诱发

多种疾病。

就目前来说，艾滋病在我国是

以性传播为主，所以对于处在性活

跃期的青少年来说， 能否及时、科

学、有效地了解艾滋病以及艾滋病

的防治知识则显得尤为重要。

与此同时，学校应该如何开展

好青年学生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

育工作， 广大家长作为孩子们的

“贴身教师” ， 能否正确引导孩子

的性教育，对于防治艾滋病也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目前国家对青少年艾滋病

防治工作有哪些策略和具体的工

作要求？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都有哪

些？当中哪些途径对青少年的影响

较大？ 在疾病早期，有哪些较为明

显的症状表现？艾滋病病毒的携带

者与感染者之间又存在哪些区别？

日常生活中，青少年该如何有效远

离艾滋病？一旦出现了可能被感染

的情况后该怎么做？ 针对此类问

题，10月 16日（下周二）14 时至

15 时， 读者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关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微

信公众号后，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

发送， 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并

在“健康森林”版面刊登专家的相

关解答内容。 （本报记者 王杰）

来，让我们一起上堂防“艾” 公开课

下周二，市卫计委、市疾控中心专家将值守本报“健康热线” ，

读者可拨打 85811234与专家交流

痛风作为一种代谢性疾病，

就目前来说， 还没有彻底治愈的

方法。 为此，不少人心生畏惧，甚

至认为只要尿酸高， 就一定会诱

发痛风。对此，贵州省骨科医院内

科副主任医师任廷芳表示， 尿酸

高低，并非衡量痛风的金标准，痛

风是否发作， 关键在于有没有尿

酸盐结晶。

任廷芳医生说， 痛风一旦发

作，患者会有剧烈疼痛感，不仅不

能活动，严重时甚至无法触碰，且

该病易反复发作。最重要的一点，

目前没有彻底治愈该病的方法。

为此， 不少人误认为尿酸高就一

定会诱发痛风， 尿酸低就可以高

枕无忧。

任廷芳解释说，正常情况下，

人体的尿酸产生于肝脏， 随后经

血液循环，最终由肾脏排泄。而对

于痛风患者来说， 由于代谢存在

异常， 导致尿酸以离子形式进入

到各关节膜内， 日积月累便会逐

渐形成尿酸盐结晶， 进而在关节

膜内引发一系列的炎症反应，最

终诱发患处剧烈疼痛。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每一次

痛风的发作都意味着结晶的又一

次沉积，久而久之，患处的尿酸盐

结晶便会形成较大的痛风石，所

以不少痛风患者在病情晚期时，

患处往往存在发红、肿大，甚至关

节变形。

要想远离痛风，需要从多

方面来尽量避免尿酸盐结晶的

形成。首先，就是要管住嘴，避免

吃易产生尿酸的高嘌呤食物，如

菠菜、豆腐、啤酒、海鲜、动物内脏

等。同时，保证每天饮水量不低于

2000 毫升，“盐少水多盐自溶” ，

多喝水可降低尿酸盐结晶形成的

几率。

其次，要适当参加体育锻

炼， 并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

让身体处于一个良性循环当

中，以便尿酸能被及时代谢出

体外。此外，应定期体检，注意

关节的情况。 本报记者 王杰

尿酸高就会痛风？

省骨科医院专家表示，是否痛风关键在于有没有尿酸盐结晶

浙江的张阿姨被一种怪病缠

上了， 反复头晕却查不出是什么

病。 每当躺下、翻身或起床时，都

会短时间失去平衡感， 持续几秒

钟到几分钟头晕， 一会儿又消失

了。

后来， 张阿姨连走路也开始

出现短暂的眩晕感， 如此反反复

复发作。她感到很不安，上医院检

查后，化验血液、CT、核磁共振、

脑彩超等都显示正常。 究竟是身

体出了什么问题？

医生建议她去耳鼻咽喉科看

看。一番检查后，耳鼻咽喉科医生

给出了答案， 张阿姨的怪病是因

为她内耳的“石头” 跑错地方了。

医生对她进行了耳石手法复位，

治疗后， 困扰她的头晕症状终于

消失了。

浙江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

吴祖良主任医师说， 这里的耳石

可不是耳屎。 从耳朵的解剖结构

上看，内耳包括耳蜗、前庭、半规

管三个主要部分， 前庭上面有一

个椭圆囊， 耳石是附着在椭圆囊

上的微小颗粒。正常情况下，耳石

是附着在椭圆囊上面的， 因为种

种原因，耳石掉到半规管，就会引

发症状，即耳石症。

体位一变就头晕是耳石症的

典型症状。 和其他疾病引起的头

晕不同， 患者常常是在突然改变

头位或体位时出现短暂性眩晕，

时间仅持续数秒就消失了。

吴祖良医师说， 虽然耳石症

是良性的， 疾病本身不会引起人

体其他病变，没有生命危险，但对

于眩晕反复发作、 影响日常工作

和生活的患者需要至医院就诊治

疗。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头晕

发作容易摔倒。

据《生活与健康报》

经常头晕 或是耳朵出问题

白天没时间洗头，晚上洗完头

又累又困，等不到头发干透，就上

床睡觉了。 这个看似平常的习惯，

其实非常不利于健康。

1.伤风感冒 中医认为，人的

阳气在夜间最弱。 人体经过一天的

消耗，抵御风寒的能力也降低。 睡

前用热水洗头后，头部会有大量水

分蒸发，带走体内热量。 若此时就

入睡，很容易着凉，造成免疫力低

下，出现感冒。

2. 头痛头晕 造成头痛最主

要的原因是水分长期滞留于头皮

表面，会使头皮温度过低，影响大

脑血液循环，有些人会感到头皮发

麻，还可能出现隐痛。 第二天一早

更易出现莫名的头痛或头晕，严重

者会恶心呕吐。

3.损伤发质 头发湿着睡

觉，头发之间会产生摩擦，很容

易被弯曲成各种形状， 等头发

干了后，就会被定型，此时用力

梳头发，容易造成头发断裂，损

伤发质，甚至容易掉发。

4.容易落枕 不等晾干就钻

进被窝睡觉，容易造成脖子、背部

受寒，使局部气血淤滞，软组织形

成充血、水肿、痉挛。

5.诱发面瘫 晚上睡觉时，

面部神经处于最松弛的状态，

此时若受到湿头发的刺激，就会

令面部温度过低， 影响耳后的面

神经，可能导致局部痉挛，诱发面

瘫。 据《生命时报》

湿发入睡 当心面瘫

受访专家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博士 代金刚

中国康复医学会创伤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 亓云龙

在一则叫《十指连心》的漫画

中，患者说：“医生，我的手指疼怎

么要做心电图？ ”医生回答：“十指

连心嘛！ ” 此漫画被用来讽刺某些

医生过度检查， 但从临床来讲，手

指痛查心电图，并非多此一举。

患者手指痛，有时可能是心脏

病所致，比如常见的心绞痛。 心绞

痛常由胸骨处开始， 放射至左肩、

左上肢前内侧， 再到无名指和小

指。 有时，疼痛放射还有“跳跃”现

象， 患者只感觉到左肩和左手痛，

手臂其他部分不受牵累。 另有少数

患者疼痛先见于外围部位，如下颌

或手腕， 病情加剧后才波及胸骨

区。 如果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手指

痛，或手指牵连手腕、肩部疼痛，可

到医院查个心电图。

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主任委员

王立祥

“吃了竹炭××，不仅能清理

肠道，还能排毒养颜。 ” 竹炭花生、

竹炭面包、竹炭蛋糕……近年来，各

种竹炭食品打着排毒养颜的旗号出

现在食品市场中， 商家宣扬竹炭食

品能清理肠道，长期食用还能瘦身。

安徽公共营养师协会理事、国

家高级营养师杜婧表示， 竹炭本身

没有食用价值， 在国家允许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范畴中也没有找到竹

炭。 人体排出代谢垃圾自有一套系

统，竹炭是人体没办法吸收的，所以

到不了血液，更到不了肾脏、肺部，

又如何来吸收代谢中产生的废物

呢？ 竹炭粉颗粒微小，能大量吸水，

人在食用之后有可能影响消化系统

的正常运行， 吃多了甚至会引起便

秘。 因为颗粒比较细，吸附性极强，

长期食用的话有可能导致尘肺病。

据《快乐老人报》

天气干燥， 人们容易患上口腔

溃疡。想让口腔溃疡快速愈合，可以

在初发时， 每天使用含溶菌酶的牙

膏仔细刷 3-4次牙。另外取 20克蒲

公英，冲洗后加开水 500 毫升，放凉

后分多次含漱。两者合用，可防止溃

疡变大变深，消炎止痛，缩短病程。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药

师 刘国栋

含漱蒲公英水

促口腔溃疡愈合

手指痛

查查心电图

竹炭排不了毒

还可能致病

今日提醒

预防艾滋病，从青少年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