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7岁的陈女士， 十多年前就

查出了糖尿病， 几年后患上高血

压， 看过一次医生后再也没去医

院。嫌上医院麻烦，她一直按照当

时医生给出治疗方案服药， 这些

年来从未复诊过。

日前， 半边身体不受控制的

陈女士到武汉市东湖医院就诊。

她告诉医生， 最近右侧身体完全

不听“指挥” ，视力也明显下降。

经过检查， 陈女士被确诊为脑梗

塞， 她十分不解，“我明明一直都

在按时吃药。 ”“虽然一直在吃

药，但是药吃得对不对，剂量够不

够，都不清楚。 ” 市东湖医院内科

主治医师管雅文告诉她， 疾病在

不断变化，需要经常复诊，根据结

果及时调整用药的种类和剂量。

一个治疗方案用了 10 多年，也不

去监测用药后病情的控制情况，

跟不用药的危害一样大。

管雅文医师指出， 血糖、血

压、血脂得不到及时控制，大血管

并发症会相继出现，累及心血管、

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她提醒，患上

慢性病后， 除了在医生指导下有

规律地按时服药， 还应该定期监

测用药的情况， 才能有效预防并

发症的发生。 据《武汉晚报》

不复诊不调药 女士患上脑梗

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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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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此一说

热线预告

本报讯 3月 19日（下周二）

14时 -15时， 贵阳市第四人民医

院（贵阳市骨科医院）儿童骨科、

足踝、矫形外科主任、三级主任医

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栾波，将值守

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

如何科学防治青少年柔韧性平足

的话题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作为家长，平时可从哪些细节

观察孩子是否患有柔韧性平足？该

病最佳的治疗时机是多久？目前来

说，应对该病都有哪些科学有效的

治疗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

做好该病的防治工作？针对此类问

题， 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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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在贵阳晚报“健康森林”版面刊

登专家的相关解答内容。

另外， 本报将面向社会招募

两名患者， 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

交流，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报名

电话：15885017798。

（本报记者 王杰）

下周二，四医儿童骨科、足踝、矫形外科专家将值守本报“健康热

线” ，读者可拨打 85811234 与专家交流；招募两名患者到现场与专家面

对面，报名电话：15885017798

青少年扁平足的防与治

两个部位疼痛 警惕胆管结石

专家：黄金抢救仅 2小时

有一位 80多岁的老太太，突然

因为上腹部疼痛进入急诊，在做检查

期间发现病情加重，准备手术，手术

准备就绪， 病人已经出现全身的紫

斑，即血液循环出现障碍，即便上了

手术台， 病人也因发病速度过快，抢

救无效。

据医生介绍，这种疾病在很多人

身上都有潜在的风险，也可能多次向

你的身体发出过求救信号，可是很多

人却没有意识到，一次次忽略了。 这

种可怕的疾病就是胆管结石。

胆管结石有三宗罪

案例：患者李阿姨在短时间内

反复因“胃疼”“胃胀” ，疼到求生

不能求死不得，最疼时候甚至用头

撞击护士台，想一走了之，最终在

做了手术后才将顽疾彻底治愈。胆

管结石急性发作称为 “急性梗阻

性化脓性胆管炎” ，是肝胆外科常

见的凶险急腹症。

表现多为三联征：即右上腹疼

痛、寒颤高热、黄疸。严重者出现五

联征：即三联征基础上，出现意识

障碍等中枢神经抑制表现、低血压

等感染性休克表现。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你

的身体出现以上“信号” ，要引起

重视，尽早消除隐患。

案例：有个病人十多年持续胃

部不适，一直在吃胃药，最终发现自

己得的不是胃病， 而是这种致命的

胆管结石， 所以胆管结石的第二宗

罪即易与其他病症混淆，造成误诊。

胆管结石症状不典型的时候，

是一种隐隐的胀疼，它的疼痛发射

区域和胃病的疼痛反射区域大体

相同，所以很多患者会以为自己是

得了胃病，进而耽误治疗。

胆管结石的疼痛难以忍受，憋

得胀疼，也会反射到后背疼，左侧

后背疼痛可能为心脏疾病，右侧后

背疼痛可能为胆管结石。

案例： 一位 85 岁的患者做完

胆管结石手术两周，在准备出院的

时候自己一个人上厕所，自己踩爆

引流的管子，出现大出血，来不及

救治就死亡了。

胆管结石大概整体人群发病

率在 10%， 特别在老年人群里边，

它已经超过 15%到 20%，尤其是 80

岁以上的人，发病率越来越高。 而

且高龄老年人很多都患有基础疾

病，所以救治难度之大，此为第三

宗罪。

专家建议：有了胆管结石一定

要及时治疗，不要等到八十几岁以

后，身体素质下降，行动不便的时

候去手术， 不然即便手术成功了，

术后的康复也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胆管结石哪里来的？

结石是长在胆管里的，还是从

别的地方掉进去的？ 80%的胆管结

石继发于胆囊结石，大小在 3-4 毫

米的胆囊结石因胆囊的收缩作用

掉入胆管内，一旦堵住胆管，可能

会发生急性事件，造成危险。

还有一部分是大概 10%左右，

是从肝内胆管里边掉进去的，掉到

外边去的，最多见的就是胆囊结石

掉进去的。而且 3-4毫米左右的结

石最为危险， 因为小结石的卡点

低，影响的器官多，同样也很危险。

如何早期发现，积极预防？

通过 B 超检查可发现胆囊结

石，通过 CT 或核磁共振可发现胆

管结石。 一旦发现胆囊结石，请尽

早治疗， 以免发生更严重的反应。

对于 60-80 岁年龄段的人，无论是

胆囊结石还是胆管结石，一定要积

极治疗，一般就诊的科室是肝胆外

科， 根据医生建议是否选择手术。

据《成都商报》

2、尤其易与胃病混淆

1、发病急 致命快

3、高龄老年人 救治风险大

热毛巾擦背

好处多

俗话说“三洗不如一擦” ，

北京老年医院原中医科主任刘

德泉介绍， 老人擦背有很多好

处，不洗澡时也可进行。

擦背操作简单， 准备一条

毛巾，用手拽住其两端，与后背

进行机械摩擦， 重点擦拭脊柱

部位，包括颈椎、腰椎等，力度

以被擦者舒适为准。 毛巾不能

太湿，温度要适中。天冷时宜稍

微热些，约 40 摄氏度；天热时

最好稍凉些，约 30摄氏度。 每

次擦背最好在 15分钟左右，擦

至皮肤发红、四肢温暖为宜。周

围环境也要保持温暖， 防止受

凉感冒。此外，老人睡前还可在

被窝里自行按摩胸、 腹部以及

四肢，加强保健效果。

擦背对老人好处很多：1.

能使皮肤毛细血管扩张， 促进

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日本东

京大学教授水野表示， 擦背能

使皮肤下平时处于休眠的组织

细胞活跃起来， 并逐步演变为

网状细胞，增强人的免疫功能。

2.背部按摩可刺激皮肤神经末

梢， 对改善中枢神经和内脏有

帮助。擦背还有利于消除疲劳、

改善睡眠以及淋巴液循环状

况。3.自己擦背时，胳膊来回运

动，让上半身都参与了活动，对

心肺功能有好处。 4.中医学认

为，人体背部是经络聚集处，擦

背能刺激穴位， 从而起到疏通

经络、调节五脏六腑的功效。

擦背对老人来说， 是不错

的保健方法， 对高血压、 高血

脂、 冠心病等慢病防治也有一

定辅助作用，推荐定期进行。

北京老年医院原中医科主

任 刘德泉

医生手记

今日提醒

今年 3 月 10 日至 16 日

是世界青光眼周，主题为“视

神经一张照， 青光眼早知

道” 。 据了解，青光眼得不到

治疗可导致失明， 而电子产

品的过度使用或成为青光眼

诱因，因此专家呼吁，使用电

子产品时，每“一节课” 的时

间需让眼睛休息一下。

据中山眼科中心副主任

卓业鸿教授介绍， 青光眼的

诱因较多， 有青光眼或某些

疾病的家族史， 患病风险增

加。 另外，睡眠不足、用眼过

度、光线、个人情绪变化等，

都可能导致青光眼的发生。

他介绍， 所有年龄段的人均

有可能患青光眼， 老年人概

率更高。

卓业鸿副主任还指出，随

着人们越来越依赖电子产品，

经常近距离看电子屏幕，如刷

微博、微信等，也会增加患病

风险。因此，他呼吁，使用电子

产品时， 最好和学生上课一

样， 每一节课的时间（40分

钟） 休息一下， 缓解眼睛疲

劳。针对 40岁以上，或本身有

视力问题的群体， 可缩短至

20分钟至半小时休息一次。

“如果出现眼球酸胀、容

易疲劳、视力下降等症状，最

好尽早去医

院检查，一旦

确诊，应通过

早期用药、

微 创 手

术 、 定

期 随 访

等，控制

病 情 发

展。 ” 他

说， 如有

条件 ，可

每年进行

一次眼部

检查。

据《羊城晚报》

感冒往往伴随 “嗓子疼”“打喷

嚏”“咳嗽” 等症状，而爱好养生的人

都知道， 蜂蜜具有滋补功效的营养佳

品，喝起来味道甘甜、清香，有着润肺

止咳的作用。 于是很多感冒的人会一

面喝着蜂蜜水，一面吃着感冒药，这样

做是不可取的。

蜂蜜的成分相当复杂。 大多数感

冒药为复方制剂， 其中不少感冒药的

成分中含有解热镇痛药对乙酰氨基

酚。 对乙酰氨基酚会与蜂蜜中的酶类

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一种复合物，影响

机体对其吸收，降低药效，从而减弱退

烧作用。

因此，蜂蜜水和感冒药同时服用是

不科学的。 正确做法是用温白开水送

服，喜欢喝蜂蜜水的人，最好将其和感

冒药隔开 4-6小时。 另外需注意的是，

含蜂蜜的中成药，如止咳糖浆、川贝枇

杷膏等都不宜和上述感冒药同服，以免

影响各自药效。 据《生命时报》

服感冒药

别就蜂蜜水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长吁短

叹” 的习惯，有些是因为繁忙的工

作压得喘不过气， 有些则是习

惯性的“叹上一口” 。 从中医

理论来说，这种表象背后可能

隐藏健康问题。

叹气其实是一种再正常不

过的生理现象，也有它的好处：

可使体内横膈上升， 促进肺部

排尽浊气，增加肺活量和血液含氧量，

加快血液循环，使身体处于松弛状态，

可消除悲伤痛苦、 紧张焦虑及精神压

抑感， 从而有益于机体内环境的调节

和稳定， 使机体脏腑功能得到充分的

发挥。

但如果习惯经常叹气或不自觉的

想叹口气，可能就是身体发出的预警。

“叹气” 在中医理论中称为 “善太

息” ，与情绪波动、神经功能紊乱、阴

气亏虚有关， 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口唇

干裂、四肢麻木等症状，是肝气不舒、

阴血虚弱的典型表现。据《生命时报》

过度使用电子产品 当心患青光眼

老叹气

伤肝耗气血

日月穴是胆经气血、寒热交界的

地方， 通过刺激日月穴有清胆利胆、

补胆的功效。

找穴：乳头下方 4 指的位置就是

日月穴。

按揉方法：用鱼际，或者拇指的

指腹按揉日月穴，每次五分钟。 按揉

的力度不宜过大， 按揉穴位时有胀

痛、发热的感觉即可。

注意：胆火过于旺盛者不宜。

北京中医药大学 李志刚

清胆利胆

揉揉日月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