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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和喉等上呼吸道器官是外界

物体进入体内的首要关隘， 一旦病

毒、 细菌入侵， 这些器官将首当其

冲。 春节期间，由于节庆活动多、聚

餐多等原因， 原有的生活规律被打

破，加上熬夜、兴奋或疲惫，机体神

经功能容易失调， 一些炎症性疾病

如鼻炎、咽炎、反流性咽喉炎等容易

登门造访。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院长专

家文卫平提醒， 要做好日常预防保

健，饮食要适度，熬夜不可过，运动

不可少。

“上呼吸道的炎症性疾病，如

鼻炎、咽炎、反流性咽喉炎，是节

假日期间常发的疾病， 发病诱因

与生活作息方式息息相关。 ” 文卫

平指出。

上呼吸道包括了鼻子、咽、喉等

部位， 是人体与外界接触最为直接

的通道， 是身体抵抗外界有害物质

侵入的首要关隘， 对于外部的反应

更是相当敏感。

文卫平介绍，春节期间，有两

个诱因容易导致呼吸道器官出现

问题。 第一是熬夜，第二是春节期

间经常吃喝， 吃多了或喝多了也

会产生问题。 以喝酒为例，喝酒后

鼻子处于充血、堵塞状态，加上之

前熬夜、疲劳、兴奋等状态引发的

免疫功能失调， 炎症或者过敏性

反应一激发， 感染性问题也容易

随之而来。

四招可控制病情

春节一到， 春天的脚步越走越

近。一些过敏性鼻炎是季节性的，每

到春季就开始发作。 很多患者提出

的一个共性问题是， 这种疾病究竟

能否根治？ 有没有措施可以控制病

情？

文卫平介绍， 过敏性鼻炎治疗

的理念是以控制为主， 并非每个患

者都能根治。 目前的治疗方法已可

以很好地控制症状，减少发作次数，

临床上对于过敏性鼻炎， 主要有四

种治疗措施：

1.尽量避免接触过敏原。 过敏

性鼻炎有超过 90%的患者是尘螨过

敏，应避免去粉尘多的地方。

2.药物治疗。 使用适当的对症

药物治疗可缓解病情， 比如糖皮质

激素类药物，以鼻用喷雾为主，若症

状严重、反复，可考虑应用抗组胺药

物、白三烯受体拮抗剂、色酮类药物

等。

3.免疫治疗，也就是脱敏治疗。

一般需要 3 年的时间长期坚持治

疗，大约有 40%左右可以根治，一些

患者虽然未能根治但症状得到缓

解。

4.手术治疗。 某些比较严重的

病例或者是解剖畸形病例， 可考虑

手术治疗， 有些鼻腔内结构有明显

异常的，也可以选择手术。但符合手

术指征的患者很少， 只有少数病例

适合手术， 大多数过敏性患者并不

适合手术的， 因此这种方式比较受

限。

避免接触过敏原

文卫平提醒， 过敏性鼻炎不需

恐慌，但也不能忽视。若放任疾病发

展，有可能引发鼻窦炎、分泌性中耳

炎、下呼吸道疾病、哮喘等疾病。 除

了寻求正确的治疗手段， 做好日常

预防工作也非常重要，可从作息、饮

食、环境等多方面入手。

“预防过敏性鼻炎发作，最重要

的措施是避免接触过敏原。”文卫平

指出，过敏性鼻炎有超过 90%的患者

是尘螨过敏， 因此应尽量避免去粉

尘多的地方，生活环境应该干净，枕

套、被套建议每两周暴晒或烫一遍，

枕头、枕芯等应定期晒太阳。

春节期间四处走动， 如果去到

路面灰尘大的地方，可以戴口罩，对

阻隔过敏原有一定的屏障作用。 如

果过敏原是花粉类， 应尽量少接触

花卉等植物。春节应避免过度疲劳、

睡眠不足和受凉，饮酒不可贪杯，少

吃辛辣食物。此外，运动锻炼提高抵

抗力也很重要。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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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咽喉痛

或是喉癌警报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一项新

研究认为，持续性咽喉痛并伴有吞

咽困难和呼吸急促等症状，有可能

是喉癌的警报。

埃克塞特大学研究人员近日

在《英国普通医学杂志》上发表论

文说，他们分析 800 多名喉癌患者

的病史后发现，当患者持续性咽喉

痛，并伴有吞咽困难、呼吸急促和

耳痛等症状之一时，其患喉癌的风

险超过 5%； 如果患者仅是声音嘶

哑，其患喉癌的风险为 2.7%。

英国国家卫生与保健优化研

究所的现有指南建议，持续性声音

嘶哑或颈部出现不明原因肿块的

患者应进行喉癌检查。

报告作者之一、埃克塞特大学

医学院的威利·汉密尔顿说， 最新

研究意味着医生在决定谁应该接

受喉癌检查时，一些先前常被认为

风险不大的症状组合也应引起他

们的足够重视。

喉癌是头颈部常见的恶性肿

瘤之一，多见于男性，症状包括声

音嘶哑、 呼吸急促、 吞咽困难、咳

嗽、颈部淋巴结转移等。 吸烟和饮

酒是诱发喉癌的重要因素。 早期发

现与治疗对减轻喉癌危害至关重

要。 新华网

抗生素

有助于治疗肺癌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

最近发现，细菌会促进肺肿瘤细胞

生长，因此未来人们有望使用抗生

素来帮助治疗肺癌。

发表在美国《细胞》杂志上的

这一研究说，小鼠的肺肿瘤可以改

变肺部的细菌群落，使其总量显著

增加，进而刺激免疫系统形成炎症

环境，帮助肿瘤细胞繁殖。

研究发现，与正常条件下培养

的肺癌小鼠相比，无菌环境中培养

的肺癌小鼠的肿瘤体积要小得多。

此外，使用抗生素杀菌或利用相关

药物抑制免疫系统形成炎症环境，

能够大大减少小鼠肺中肿瘤的数

量和大小。

研究人员说，这项研究成果有

望用于开发新的肺癌疗法。 人类肺

癌患者也会出现类似于肺癌小鼠

的肺部菌落和免疫系统变化，或许

抗生素及相关免疫抑制药物也可

用于治疗人类肺癌。

论文高级作者、麻省理工学院

科克综合癌症研究所所长泰勒·杰

克斯说：“这项研究直接将肺部细

菌和肺癌发展联系起来，开辟了肺

癌拦截与治疗的多种潜在途径。 ”

新华网

有此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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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鼻、咽、喉，别熬夜少暴食

每逢佳节胖三斤，春节一过，不

少女性感到自己身上又添肉肉了，

新一轮减肥计划已在酝酿之中。 近

日，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专

家指出， 减肥时没有无缘无故的变

瘦，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反弹，找到病

灶，有的放矢，才能保持减肥成果不

反弹。

专家指出， 确定自己是不是真

的“肥” ？ 要用数据说话，不能仅凭

感觉，要计算体质指数，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 BMI。

比如： 假如你身高 1.70 米，体

重 69 千克，用 69 除以 1.70 再除以

1.70，您的 BMI指数为 23.9。

根据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 我国 18~64岁的健康成

年人 BMI 应在 18.5~23.9 之间，说

明你现在只是看起来有点胖， 处在

正常体重的上限， 此时的你只需要

合理饮食、增加运动就可以，完全没

必要为自己的体重感到焦虑。

如果你的 BMI 已超过 24 但未

达到 27.9，所处的范围是超重；如果

BMI已经超过 28 了，那就属于肥胖

了，这个时候，为了健康，你的确需要

减肥了。但以下几种最常见却不健康

的减肥方式，希望你不要再尝试。

减肥误区一：

盲目节食。 减肥，要在保持营养

素足量供应的前提下， 科学降低能

量摄入，适度增加能量消耗，这才是

科学健康的减肥方式。 如果只吃黄

瓜、西红柿，或者完全不吃主食，这

样饮食单一不健康的节食减肥，使

得营养素摄入不均衡， 即使瘦了体

重，也伤了身体。 过度节食减肥者，

一旦停止节食， 很快就会把自己催

的更肥。为什么？因为胃肠系统更懂

得摄取营养，经历了一段“清贫” 生

活后， 受尽磨难的它们会更加肆意

摄取脂肪存储能量， 以防止再发生

类似事件，所以，你就会变得更肥。

减肥误区二：

吃减肥药。 有的减肥药是抑制

食欲，有的减肥药是利用腹泻，这种

牺牲健康的减肥， 大多是减掉了身

体的水分， 虽然短时会让人觉得效

果很好，但是饮食一旦恢复正常，极

度虚空的身体又驱使自己不断进

补，导致越减越肥的现象，最终击垮

你的信心， 让自己在变肥的路上越

走越远。

减肥没有神药，更没有捷径。 除

了病理性肥胖之外，大部分肥胖都是

吃得多动得少，能量过剩导致的。 所

以减肥时需要能量摄入远低于能量

消耗，减肥成功后，做到能量摄入与

能量消耗持平，才能维持健康体重。

减肥误区三：

疯狂运动练就一身肌肉。 减肥

就必须要疯狂运动？其实，减肥只要

能量消耗远超过能

量摄入， 也并非

要求都要疯狂

运动，每天把自

己搞得筋疲力

尽。

减肥必须要

进行高强度肌肉

力量训练？强大

的肌肉必须有

足够的优质蛋

白和超强的力

量 训 练 才 可

以， 作为普通

人， 只需略有

肌肉就可以，

通过增加肌肉

的运动过程消

耗能量， 同时达到增加基础代谢率

的效果。 但强大的肌肉需要大量且

不间断的运动才能维持， 如果高强

度训练停止了， 壮硕肌肉就很快就

会变成油腻腻的肥肉， 所以千万不

要听信有了肌肉就不需要运动的谎

话，养成并坚持良好运动习惯，不求

八块腹肌，但求小腹平坦，就是普通

人最健康的美。

其实， 阻击减肥反弹的真谛就

是：食物多样，多一些粗杂粮、蔬菜

水果；适量鱼禽蛋瘦肉，少一点油

盐，拒绝高脂、高糖、高盐食品，

拒绝暴饮暴食；适度运动并成为

习惯。

据《中国妇女报》

为防减肥后反弹 三个误区勿再碰

今日提醒

春节期间聚会多 提防咽喉炎发作

这些零食不离口 女子抽出牛奶血

近日，31 岁的陈女士因为腹痛

到医院做检查， 没想到竟抽出一管

白色的“牛奶血” 。

据了解，31 岁的陈女士家住武

汉市后湖， 生完宝宝后体重一直没

降，目前体重有 170斤。 今年过年期

间，家里采购了很多花生、瓜子、糖

果、坚果等零食，陈女士没事就和家

人坐在一起， 边看电视边吃瓜子唠

嗑，一天到晚零食不离嘴。 连着吃了

几天后， 陈女生在家中突然感到腹

部胀痛， 被家人赶紧送到武汉市中

心医院后湖院区就诊。

抽血时发现， 陈女士原本红色

的血液竟然分为两层， 上层变成牛

奶状的乳白色， 这是高血脂导致的

“乳糜血”现象。

后经化验，她血样中的甘油三脂

高达 34mmol/L，是正常人的 20倍。

该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丁胜

接诊后，发现她血糖高得测不出来，

怀疑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如果不

及时治疗还会有生命危险， 当即将

其收治到内分泌科。

经过积极抢救和治疗， 目前陈

女士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血糖、血

脂也基本得到控制。

“瓜子花生等坚果是富含脂肪

的高热量食品， 这类食品吃得过多

会导致热量摄入大大增加， 血脂可

通过糖异生作用转化为葡萄糖，造

成血糖升高。 严重糖尿病患者，脂肪

酸转化生成大量酮体， 引起血中酮

体升高，可致酮症酸中毒。 ”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旭艳介

绍，每年春节过后，科室都会收治不

少因为坚果食用过量导致血糖升高

的患者，有些患者对主食、水果控制

得很好，但对坚果量不加控制。

专家提醒

虽然坚果是逢年过节必不可少

的零食，但需注意控制量，尤其是糖

尿病患者， 吃坚果需在血糖血脂达

标情况下才能少量进食， 一天吃 15

至 20 克坚果就行， 同时计算热量，

相应减少主食的摄取。

尤其不要边看电视边吃坚果，

很容易过量而摄入过多油脂。

现在年轻糖尿病患者越来越

多， 主要原因是遗传因素和能量过

剩，因此不管平时还是过节，注意饮

食规律，不要暴饮暴食。

据《长江日报》

“每逢佳节胖三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