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认为， 咳嗽是肺气不向

下降，反而上逆，导致咯吐痰液等

症状， 其病因有外感、 内伤两大

类。其中，有一种咳嗽是肺热导致

的，肺热咳嗽常表现为气息粗促，

痰多、质黏厚或稠黄。

有一方可治肺热咳嗽： 取枇

杷叶 9 克、桑白皮 12 克、黄芩 6

克，水煎服或代茶饮。枇杷叶具有

清降肺气的功效， 可治疗肺热咳

嗽， 气逆喘急。 桑白皮能清泻肺

火， 引出肺中水气， 有平喘的功

效。 黄芩善于清泻肺火及上焦实

热， 可以治疗肺热导致的咳嗽痰

稠。 三者合用，可清泻肺热、平喘

治咳，使肺气升降恢复正常。

生活中， 首先要注意气候变

化，防寒保暖，饮食不宜甘肥、辛

辣及过咸， 嗜酒及吸烟等不良习

惯应当戒除， 避免刺激性气体伤

肺。适当参加体育锻炼，以增强体

质，提高抵抗力，如练习太极拳、

八段锦中“左右开弓似射雕” ，对

肺脏功能改善有很大帮助。 平

时易感冒者， 可按摩面部

迎香穴。 注意常漱口，如有

病情发展应及时就

医。

据《生命时报》

每天早起抱怨头痛失眠，上

课精神无法集中， 没说几句话就

暴跳如雷。 妈妈以为儿子近来性

格突变， 是学习压力过大引起的

焦虑症， 一系列检查做下来才知

问题出在鼻子里。 “鼻子不通气，

居然还会影响学习和性格。”拿到

检查结果的朱女士连说想不到。

朱女士的儿子驰驰 17岁。 最

近半年， 朱女士发现儿子脾气越

变越古怪： 每天早上起来都抱怨

晚上没睡好，头痛得厉害，要妈妈

帮他请假。 班主任也打来电话称，

驰驰上课的时候经常趴着睡觉，

有时上课还会突然站起来说自己

无法呼吸。 有时回家没说上几句

话，孩子就暴跳如雷，嚷嚷着头痛

不想说话。

朱女士以为孩子是学习压力

大， 借口身体不适逃避。 直到最

近，驰驰开始莫名其妙流鼻血，朱

女士这才带着儿子找到了武汉市

第一医院看诊。

接诊的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

姚琦医生询问得知， 驰驰的鼻子

常年不通气，嗅觉明显变差。 经检

查，驰驰有严重的鼻中隔偏曲，必

须马上手术矫正。 “通俗的说，就

是鼻子长‘歪’了。 ” 姚琦副主任

透露， 如果鼻中隔偏曲并且引起

鼻部功能性障碍者， 比如鼻腔不

畅，还可能引起鼻出血、头痛、呼

吸不畅、睡觉打鼾等问题，建议进

行矫正治疗， 以免影响工作生

活。 ”事实上，鼻中隔完全正直的

人很少，只要没有症状，可以不用

管。 一旦出现张嘴呼吸、 反复鼻

塞、 流鼻血就应该到医院检查尽

早处理。 据《武汉晚报》

有此一说

平日喜欢健身的王先生有多

年高血压病史， 但没有进行规律

用药控制， 没想到一次的俯卧撑

锻炼差点导致他的主动脉夹层破

裂。

多年高血压不规律服药

运动引发危险

日前，35 岁的王先生在家里做

俯卧撑锻炼。 突然，一阵剧烈的疼痛

感从背部传来，“疼得实在受不了，

就像整个后背被撕裂开来一样。 ”他

立即到当地医院急诊，但对症处理后

却不见缓解，随后转到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求助。

广医一院的医生马上为他做胸

腹部主动脉全程 CT 检查， 诊断为主

动脉夹层，考虑到他随时可能破裂大

出血，医护人员立即通过急诊绿色通

道将他收治入住心血管内科。

在随后的问诊中，医生了解到王

先生有高血压病史近六七年。但他觉

得自己还年轻，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自

信心“爆棚” ，所以并未有规律地服

用降压药控制血压。“像这种具有高

血压病史， 又从不服用降压药的患

者，如果遇到天气变化，高血压控制

不好，加上剧烈运动，极易诱发主动

脉夹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黄铮教授说。

内外科联合手术

拆除“血管不定时炸弹”

结合王先生的实际情况，黄铮教

授找该院心脏外科专家一同会诊，在

详细讨论后，决定联手为王先生开展

一场“联合手术”———做左锁骨下动

脉转流 + 右锁骨下动脉转流 + 主动

脉腔内隔绝术，拆除王先生血管内这

颗不一般的“不定时炸弹” 。

术后，王先生被送入心血管内科

监护室，在医护人员的严密监护和精

心治疗下，恢复良好，双侧上肢活动

正常， 血液供应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上周已经转入普通病房。

主动脉夹层有迹可循

出现这些症状快就医

很多人都知道突发心梗、脑梗等

心脑血管疾病可能危及生命，但对主

动脉夹层的潜在危险却未必清楚。

据广医一院专家介绍，主动脉夹

层是指血管内膜出现裂口，血液从主

动脉内膜撕裂处进入主动脉中膜，使

中膜分离并沿主动脉长轴方向扩展，

形成主动脉壁真假两腔分离的状态。

随着血流的持续冲击，这个夹层的缺

口持续受到撕扯， 如果不及时处理，

血管随时可能破裂大出血。 所以，主

动脉夹层又被称为 “血管中的不定

时炸弹” ，一旦“引爆” ，病情重而且

进展快。

不过，这么危险的主动脉夹层并

非无迹可循，它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突

发、持续的剧烈胸背痛，疼痛像撕裂、

刀割一样，患者常痛得大汗淋漓，

伴有恶心呕吐或晕厥等， 用硝

酸甘油也无法缓解。

与心梗发作不同，

心绞痛比较闷钝，而

主动脉夹层比较

剧烈， 有撕裂

感， 相对范

围 广 ， 可

以涉及

前 胸

后背

甚至

腹部。

所以，黄铮教

授提醒， 一旦

出现不明原因胸

背痛或腰腹痛，要

及时到就近医院就

诊。

长期抽烟、肥胖、

有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高血压

且血压控制不理想者都是主动脉夹

层的高发人群。特别是高血压患者情

绪激动或剧烈运动可造成瞬间血压

升高，极易“引爆”这类“血管中的不

定时炸弹” 。

据《广州日报》

做俯卧撑 险撑爆主动脉夹层

日前， 家住南京的 84 岁张奶

奶突发口齿不清， 一侧手脚活动不

便。 近日，张奶奶又出现了咳嗽、咳

痰、发烧等症状，家人紧急将老人送

往江苏省人民医院救治。

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医师吴婷表示，虽然张奶奶的病

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医护人员发

现， 老人时常出现精神恍惚状态，

尤其在傍晚和黄昏时分。江苏省人

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护士长陈

长芳介绍：“老人家会自己跑到其

他病人的病床上，或者在病区漫无

目的地走来走去，还神神叨叨地说

看见去世的亲人跟她说话。 ”

张奶奶的家人担心老人精神

出了问题， 急忙找吴婷主任询问，

“其实， 这种现象在医学上称为

‘日落综合征’ ， 它的出现主要受

环境影响， 尤其是季节交替时节，

患者可能出现生理钟错乱，难以适

应黄昏的推迟或者提前，实际是由

于大脑高级皮层功能出现障碍而

产生的一种急性神志紊乱状态。 ”

吴婷主任介绍，有些老年患者

在黄昏傍晚时分就会变得糊涂起

来，情绪易激惹，喃喃自语，逻辑混

乱，精神恍惚，在房屋内外来回踱

步，发病时，他们甚至记不清自己

是谁，在什么地方，正在干什么。若

能及时联系亲朋好友，或通过医生

耐心疏导、启发，可逐渐恢复正常

意识。

陈长芳护士长认为，“日落综

合征” 患者不但影响自己的正常

睡眠休息， 特别是在夜间游荡期

间，可能会发生跌倒、走失、扭伤，

甚至出现骨折， 溺水等意外事件。

因此，“日落综合征” 患者需要更

加精心全面的治疗与护理，除了可

以使用一些抗精神症状的药物外，

更重要的是加强心理治疗，也需要

患者家属的理解配合。

陈长芳护士长还总结了神经内

科患者的起床三步曲：第一步，在平

卧状态下，睁大双眼，凝视天花板或

窗外 3分钟，证明脑子思路清晰，完

全适应了从睡觉到清醒的状态，才

可以缓缓从被窝里坐起来；第二步，

半卧 3分钟，从被窝里坐起来后，呈

半卧状，双眼正视前方，头颈稍作转

动， 持续 3分钟， 再将双脚移至床

沿，睁眼静坐 3分钟，使自己完全清

醒过来；第三步，床边静坐 3 分钟，

可以缓缓起身，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据《中国妇女报》

冬春交替 当心“日落综合征”骚扰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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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提醒

头痛失眠上课走神 只因鼻子“长歪”

肺热咳嗽 泡枇杷叶

不妨一试

常喝橘核茶

缓解乳腺增生

乳腺增生好发于青、中年

妇女，经常乳房疼痛，尤其是

在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焦虑

焦躁、 工作劳累等情况下加

重，有此症状者，可常喝橘核

茶。

材料：橘核 3 克，橘络 1

克，橘叶 3克，玫瑰花 3克。

做法：

1.将橘核碾碎。

2.将橘核、橘络、橘叶、玫

瑰花用开水冲泡 5 分钟后即

可。

功效：橘核具有消痞散结

的作用； 橘络能行气通络；橘

叶能行气散结， 治疗肝气郁

结；玫瑰花能疏肝解郁、行气

活血。共同使用能治疗乳腺增

生、乳腺结节。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

中心 王艺可

对超重或肥胖的老人来说，

30分钟晨练能降低他们的血压。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和墨尔本贝

克心脏与糖尿病研究所的学者选取了

67 名 （其中 35 人为女性） 年龄在

55-80 岁之间的参试者， 他们要么超

重，要么肥胖。研究人员希望考察老人

晨练对血压的有益影响， 以及久坐期

间短暂频繁的起身活动是否会增加晨

练益处。

这项研究是在一个受控的实验室

环境中进行的， 参试者在研究前一天

晚上和研究期间吃同样的标准化食

物。受试 8小时内，他们被反复测量血

压和肾上腺素水平。结果显示，与不运

动者相比，参加晨练者平均血压（尤

其是收缩压）下降了；在久坐中保持

短暂起身活动也能降低血压。

这项发表在《高血压杂志》上的

研究建议老人保持晨练， 坐一段时间

就起身活动 3-5分钟。

据《生命时报》

保持晨练

有助降血压

饮食一直被认为是肝细胞癌的重

要危险因素。根据美国的一项新研究，

高纤维全谷物饮食可降低肝癌风险。

美国哈佛医学院针对 12.5 万名

成年男女进行观察性研究，就他们日

常饮食中的食物类别、食用频率等问

题作答。 研究团队对参试者的平均随

访时间达 24.2 年，这期间，共有 141

人被确诊为肝癌（70 名女性和 71 名

男性）。 对比分析显示，吃含有麸皮、

胚芽和胚乳的全谷物食品的人，相比

那些饮食中基本不含全谷物者，患肝

癌风险低 37%。

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张雪红

（音）指出，增加全谷物和膳食纤维

摄入可降低肥胖、2 型糖尿病和非酒

精性脂肪性肝病的风险，这些都是肝

细胞癌的易感因素。 全谷物食物包括

全麦面包、全麦饼干、燕麦片和煮熟

的谷物，如藜麦，糙米和小米等。

据《生命时报》

全谷物饮食

或降低肝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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