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可拨打 0851-85811234 与专家交流； 招募两名患者到现

场，报名电话：15885017798

本报讯 咳嗽不仅是呼吸道的

一种症状表现，同时在非呼吸道也

非常常见，值得一提的是，诱发咳

嗽的原因有很多， 如果不对症治

疗，甚至对其置之不理，那很可能

把小毛病拖出大问题。

针对咳嗽的诊断与治疗，6 月

18 日 14 时 -15 时，贵阳市第四人

民医院（贵阳市骨科医院）呼吸内

科（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石彦明，将值

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与

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石彦明主任表示， 正常情况

下，咳嗽具有清除呼吸道异物和分

泌物的保护性作用。但如果过于频

繁，出现久咳不止，那普通的急性

咳嗽也会逐渐演变成慢性咳嗽，最

终诱发胸闷、咽痒、喘气等并发症，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诱发咳嗽的高危因素有哪些？

对咳嗽置之不理会造成哪些不良

后果？ 只要咳嗽就吃止咳消炎药，

这样可行吗？ 在日常生活中，该如

何正确处理不同原因引起的咳嗽？

针对此类问题，6 月 18 日 14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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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预告

下周二，贵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市骨科医院）呼吸内科专家值

守本报“健康热线” ：

久咳不止原因多

医生为您细分析

日前， 浙江 14岁女孩喝了

珍珠奶茶后， 五天没有排便，还

肚子疼，CT 检查发现其胃肠道

布满一颗颗圆圆的高密度阴影，

竟然是没有消化的“珍珠”……

几天没法排便

拍 CT 一肚子“珍珠”

当天晚上，女孩小沈（化名）

在父母陪同下到浙江诸暨市人民

医院急诊，说肚子疼，几天无法排

便，也吃不下东西。

接诊医生张楼炜见她肚子鼓

鼓的，便安排了腹部 CT，检查结果

让他一惊：患者胃部、横结肠、升结

肠、降结肠、乙状结肠，一直到肛

门，全是颗粒状阴影，足有百余颗。

张楼炜医生问小沈最近吃过什么

不易消化的食物？女孩吞吞吐吐地

说 5天前喝过珍珠奶茶。

“小女孩可能是怕父母说她，

而隐瞒了病史———这么多未消化

的‘珍珠’ 不像喝一杯奶茶就积累

的，应该是近期喝了一段时间造成

的。 ”张楼炜主任推断。

之后，他给患者开了润肠通便

的药物， 帮助其将未消化的 “珍

珠”排出体外。

诸暨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何玉领表示， 珍珠奶茶里的 “珍

珠” 是木薯淀粉制成，本身就不易

消化，有的商家为提升口感还会加

入增稠剂等添加剂， 大量连续食

用，极易导致胃肠功能紊乱。

小沈很有可能是因为长期食

用这类食品，所以体内才会有如此

多的沉积。

医生建议：

调制奶茶，能不喝就不喝

浙江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系

副主任朱加进曾介绍， 珍珠奶茶里

的珍珠Q弹的口感，主要就是木薯

粉本身的结构造成的， 不过木薯粉

的这种结构消化吸收难度大， 也没

啥营养，所以确实也不建议吃太多。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曾做了

一期关于奶茶的调查。 此前，上海

市消保委专门组织了一次现制现

售奶茶的比较试验，结果发现有不

少产品都存在着不小的健康风险。

据“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一杯奶茶下肚 几天无法排便

出汗是人体调节体温的正常

功能和方式。如果在炎热、运动、紧

张时出汗， 是正常情况且不需治

疗。 但如果一激动，甚至平静而凉

爽时仍有过多的汗液产生，可能说

明你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汗液颜色异常 肝肺胆有异

一般情况下，正常的汗水是没

有颜色的，如果汗液呈现出了不同

的颜色，则可能是疾病的信号。

黄汗：汗液呈现黄色，多是由

于血液中一种称为胆红素的物质浓

度过高所致，在急慢性肝炎、胆囊

炎、肝硬化等肝胆疾病患者身上较

为常见。 此外，过多进食胡萝卜、橘

子、柑橙等，也会出现暂时性黄汗。

白汗： 中医上讲白色属肺，肺

色外露则现白汗， 因此出现白汗

多与心肺功能虚弱有关。 有时，剧

烈疼痛 （如肚子痛） 也可引起白

汗。

红汗：汗液呈现红色，多与内

分泌功能紊乱有关。 此外，身体某

部位出血、服用碘化钾等化学制剂

等也会引发红汗。 有时，位于面部

和腋窝处产生色素的细菌也有可

能导致红汗。

绿汗：汗液变为青绿色，提示

有胆汁外泄，可能患有急性化脓性

胆管炎等疾病。

汗液味道异常 多种疾病上门

尿臭味： 汗液散发出尿味，汗

干后还会在皮肤上留下结晶物，这

种情况常见于尿毒症病人。

腥臭味： 汗液带有特殊的腥

味， 可能和热证或湿热证有关，一

般多见于肝热、肝硬化病人。

香味：汗液飘出香味，常是糖

尿病人的体征。

据“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出汗异常 或暗示器官病变

今日提醒

1、用盐水漱口

盐水以盐度适中不口苦

为原则。大约反复地漱口三次

就能够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2、牙咬花椒粒

两三颗花椒粒放置于疼

痛的牙上，大约口咬到 2-3 分

钟就能有很好的效果。 另外，

用生姜片代替花椒也可以。但

有一个缺点， 味道会非常辛

辣，有些人不能忍受。

3、按压合谷穴

合谷穴在双手虎口处上

方，当牙痛的时候按压合谷穴

会有酸痛的感觉，但是千万不

能因为酸痛而使的力度比较

轻。 应该渐渐的由轻变重，有

一点疼痛的感觉效果最好。

综合

健康小站

牙齿痛

快速止痛法

熬夜非常伤身，应尽量避免。 若

不得已熬夜，平日可常喝石斛麦冬茶

调理身体。

具体为： 取石斛 15 克、 麦冬 10

克、绿茶叶 5 克，三味洗净，一并放入

茶杯内，用开水冲泡，每日一剂，代茶

频饮。

三味合用，可养阴清热、生津利

咽， 主要缓解熬夜导致的虚火上炎、

神疲体倦、眼燥目赤、口渴、口腔溃烂

等病症。 需要注意的是，石斛表皮细

胞有一层不透水的角质物质，水分不

易渗入其中， 所以在煎煮石斛时，时

间要长一点（至少 40 分钟），将其有

效成分尽量煎煮出来，效果更佳。

据《生命时报》

美国一项新研究显示，晚上睡觉

时室内开着灯或开着电视可能造成

女性体重增加。 这项研究揭示了人造

光照射与体重之间存在关系。

研究人员发现，有室内灯光或开

着电视时，受调查者体重增加 5 公斤

以上的机会增加 17%； 室外有灯光与

体重增加关系较为轻微；使用小夜灯

与体重增加无关。

研究人员说，人类进化已适应了

白天明亮、 夜间黑暗的自然环境，夜

晚曝露在人造光下会改变激素水平、

生理节律等， 增加肥胖等健康风险。

据新华网

有此一说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 每天吃

少量核桃可预防心脏病和肠癌。

研究结果发现， 连续六周每天吃

核桃，可以明显减少胆汁酸生成，降低

坏胆固醇水平。 而胆汁酸过量可导致

肠癌， 坏胆固醇水平低则可减少心脏

病风险。

研究人员分析认为， 核桃中所含

高纤维可促进肠道内好细菌的生长，

每天吃少量核桃的人体内产生的次级

胆汁酸较少。 不同于在肝脏内生成的

初级胆汁酸， 次级胆汁酸在肠道内生

成。在结肠癌发病率较高的个体中，次

级胆汁酸普遍较多。

新研究还发现， 核桃可以增加肠

道中三类菌群的水平：柔嫩梭菌、罗斯

氏菌和梭菌。在动物实验中，这些菌群

能够减少炎症发生， 越来越多的人已

经将其视为潜在的益生菌。

据《生命时报》

每天吃点核桃

防心脏病和肠癌

开灯睡觉

女性易胖

经常熬夜

喝石斛麦冬茶

不妨一试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蚊虫也越

来越多。 日前，张大伯在家中被蚊

子叮了一口后，便往各个房间狂喷

花露水驱蚊。

10 分钟不到， 张大伯开始感

到不对劲，全身瘙痒、面部红肿，甚

至出现了呼吸困难， 更夸张的是，

还没平复完呼吸，张大伯竟两眼一

抹黑，晕了过去。

家人赶紧拨打 120， 第一时间

将他送到了树兰（杭州）医院急诊

科。送到医院时，张大伯全身都是红

色皮疹，甚至大小便都失禁了……

根据张大伯的临床症状表现，

皮肤科急诊医生立即进行了脱敏

和抗休克等相关治疗，张大伯脱离

了生命危险，第二天生命体征逐渐

恢复正常。

出院不到几天，张大伯再一次

出现在树兰（杭州）医院急诊室，

这次并没有休克，只是出现了轻度

过敏出疹现象，在医生仔细询问之

下，张大伯开始仔细回忆两次发病

间的关系，“上次昏迷也是发生在

喷了花露水之后，这次起疹子前也

刚用过花露水。 ”

在医生看来，张大伯两次病情

都是因为对花露水中某一种成分

过敏导致，“幸好这次没有喷太

多，所以症状也相对较轻。 ”

对此，树兰（杭州）医院皮肤

科急诊医生提醒：1、如果有出现瘙

痒、红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需

第一时间就近就医，严重过敏会造

成休克甚至死亡，千万不可马虎。

2、 首次使用喷射性药物或者其他

香氛物品时，一定要提前了解成分

中是否有容易造成过敏的物质，以

免发生意外。 据“扬子名医团”

狂喷花露水驱蚊 男子险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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