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连云港一位 60 多岁的

刘大妈，晚饭后突然感觉口舌及四

肢麻木、头晕、心悸、气短、胸闷、恶

心，频繁呕吐，120救护车送至该市

市立东方医院时已出现意识不清、

瞳孔散大、四肢厥冷、全身大汗、心

音弱、心律紊乱、休克等症状，生命

危在旦夕。

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组织急

诊科、心内科、ICU（重症监护室）

三科专家联合抢救。

是什么病因导致患者急性发

病？根据患者发病前有长期服用自

制药酒史、发病时症状及严重心律

紊乱表现，ICU 主任徐继来、 副主

任医师秦伟高度怀疑药酒内含有

“乌头” ，毒物长期蓄积发生“乌头

碱中毒” ！ 第二天在家属提供的药

酒中发现了“乌头” ，证实了之前

的判断。

徐主任迅速对患者给予洗胃、

导泻。 为清除体内已吸收毒素，给

予血液灌流一次。 经过 ICU 后期

抢救后，患者病情逐步稳定。

“现在的很多人都认为中药保

健，无毒，但是在制作过程中会有

很多误区， 稍不注意就会导致中

毒，这已经是近 2 年来第三起乌头

碱中毒病例了，希望广大市民在使

用中药药材时一定要了解掌握中

药的药性，以防发生中毒症状。” 徐

主任提醒道。

乌头碱是存在于川乌、 草乌、

附子等植物中的主要有毒成分。 乌

头类入煎剂，一般要求久煎，即煎

煮 1 小时以上，可减低其毒性。 煎

煮时间越长，毒性越低，一般煎煮

3～4小时后，乌头碱几乎全部被破

坏。 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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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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

的重视以及影像学手段的进步，越

来越多的人在体检时会选择 CT。

与此同时，磨玻璃结节这个名词也

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究竟什么是肺部磨玻璃结节？

7 月 16 日（下周二），贵州省人民

医院主治医师孔德淼博士将值守

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就肺

部磨玻璃结节的诊疗与市民、患者

展开互动交流。

据孔德淼博士介绍，肺部磨玻

璃结节指的是 CT 影像上，像磨砂

玻璃质地的密度轻度增高的云雾

状淡薄影。一般来说，肺内的良、恶

性病变均可在肺部薄层 CT 影像

上表现为磨玻璃结节，常见的原因

可以是炎症、出血、腺瘤样增生，当

然也有可能是早期肺癌，包括原位

癌、微浸润癌。

有市民认为出现结节，即意味

着患癌。 事实上，要判断一个磨玻

璃样结节会不会癌变，要结合其大

小、密度，以及在磨玻璃样结节的

中央有无高密度影像、有无空泡征

象及血管征象等等。 数据显示，有

三分之一的磨玻璃结节会消失，有

三分之一的磨玻璃结节会长期不

变，而还有三分之一的磨玻璃结节

会转变成癌。

出现肺部磨玻璃结节该怎么

办？什么样的磨玻璃结节意味着肺

癌出现？ 7月 16日（下周二）14时

-5 时 ， 读 者 可 拨 打 电 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还可关

注“贵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

微信公众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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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超）

下周二，省医专家值守本报“专家坐诊”健康热线：

肺磨玻璃结节 是不是肺癌

在这个全民用眼的时代，

眼药水几乎是家家药盒里的必

备， 然而， 关于眼药水的种种

“争议”也来了。

眼药水没过保质期

为什么过期

27岁的李雪（化名）在发病一

周前，她感觉眼睛干涩难受，从抽

屉里翻出一瓶眼药水，一看还有两

个月保质期，就滴了几滴。 之后一

周，她一直使用这瓶眼药水。 没想

到，李雪双眼开始红肿流泪，视力

下降得很厉害， 看东西模糊不清，

完全无法上班。 之后她赶紧来到了

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就诊。

经诊断，其角膜红肿、发炎严

重，视力只有 0.1。 医生详细询问

了解到眼药水是她半年前开封剩

下的，最终确诊她是因为使用了过

期眼药水导致的细菌性角膜炎。医

生说，是因为眼药水过期了。

眼药水保质期明明还有两个

月，怎么就过期了？实际上，眼药水

的保质期，不等于使用期。 关于眼

药水的使用期问题，成都市第三人

民医院眼科的覃冬医生给大家标

了重点：“市面上在售和医院开具

的眼药水，在开封之后一个月内用

完最好，用不完也要丢弃。 ”

她说，目前存在两种包装形式

的眼药水， 一种是单独的一瓶，容

量有 3-7毫升不等；另一种是独立

小包装的，前者要在一个月内使用

完， 后者最好在一天内使用完，否

则药液容易被空气中的微生物和

细菌污染，如果用不完也应该直接

丢弃。

一滴眼药水就够

多了不吸收

覃冬医生介绍，人体结膜囊的

容积大概是 5-9 微升，而一滴眼药

水的量大概是 30 微升， 即便一滴

眼药水， 也不会完全被眼睛吸收，

所以一滴就足够了。目前在售的眼

药水都含有防腐剂，此外根据治疗

功效不同，眼药水中还会添加抗生

素、激素和特殊用药。 如果直接滴

到黑眼球上的角膜，角膜上有大量

的三叉神经末梢， 感觉非常敏锐。

如果眼药水滴到角膜上，眼睛会反

射性地闭上，眼药水可能就被挤出

来了，就相当于白滴了。

另外， 直接滴在黑眼球上，眼

药水中的“药” 直接刺激角膜，还

会引起角膜毒性反应，眼睛出现畏

光、流泪、异物感等角膜刺激症状，

甚至还会引发角膜炎、溃疡、角膜

穿孔等。

滴眼药水的正确姿势

首先，坐着或者躺着，坐着时

仰起头；

打开眼药水，瓶盖倒置，开口

向上，确保不会被污染；

拉开下眼睑，滴在下眼睑和白

眼球交界的“窝窝” 里，只需要一

滴就够啦。

最后，医生提醒：眼睛是一部

高精密的仪器，一旦损伤往往有不

可逆的后果，各位小伙伴，请像对

待宝贝一样对待自己的双眼吧。

据“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保质期内眼药水 滴后险失明

提醒：保质期≠使用期

热线预告

今日提醒

喝杯药酒 大妈险送命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的最新研

究发现， 人体大脑结构的异常会造成

心态上的极端自私或极度无私。

研究发现，具有精神变态特征，即

对他人冷漠、自制力有限、具有反社会

行为的青少年， 当他们面对极度恐惧

的人脸时，大脑右杏仁核没有被激活。

研究还发现， 过度活跃的大脑右

杏仁核使人对别人的恐惧和痛苦十分

敏感。 研究人员对利他主义者的大脑

进行了研究， 发现他们的大脑右杏仁

核在极度恐惧的面孔前比一般人更

大、更活跃。这些人不是指日常生活中

乐善好施、礼貌热心的利他主义者，而

是那些为帮助陌生人而不惜一切代却

不求回报的极度利他主义者。 她总结

道，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并不是因为他

们无所畏惧， 而是他们拥有强烈的同

理心。 据“环球网”

“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容

易被寒邪侵袭。 ” 郑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中医科主任王建萍说，伏天开

始，人体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顶

峰，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腠理开泄，

一旦着凉，寒邪便容易趁机入侵。

人们在夏季喜食冷饮、爱吹空

调等过度贪凉的行为，都可能让身

体在无形中被寒邪伤害。 很多病都

是由于进食寒凉而导致阳气受损，

或过于贪凉致外邪入侵所致。 千万

不要小看夏天的寒邪，此时防寒甚

至比防暑还重要。

因为三伏天很炎热，身体出汗

多，消耗大，很容易出现疲劳、消化

功能减退的情况。 如果不通过膳食

进行调整，吃得不对，很容易导致

免疫力降低，引起疾病。 此外，许多

人在伏天常做的事，其实也是导致

寒气入体的根源， 比如洗冷水澡、

趟凉水、吹空调、喝冷饮、吃凉菜、

吃冰镇水果等。

王建萍主任建议，伏天饮食要

注意少寒凉，尤其是小孩子过食冷

饮， 会比成年人受到的损伤更大，

易出现鼻炎、咽炎等呼吸疾病及反

复的扁桃体发炎、发烧、脾胃不和

等问题。

综合

三伏天 少食寒凉以免寒邪入侵

医生手记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相比久坐办

公，久坐看电视对心脏危害更大。

与从来不坐着或很少坐着办公的

人相比，“经常或总是” 久坐办公者患

心脏病和死于心脏病的风险没有增

加； 与日均看电视少于 2 小时的人相

比， 日均坐着看电视超过 4 小时的人

患心脏病风险增加 50%。

日均坐着看电视超过 4 小时的人

如果平均每周运动大约 150 分钟且达

到一定运动量， 与坐着看电视少于 2

小时的人相比， 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

病的风险不会更高。

但是，研究人员说，研究对象限于

一地，没有覆盖所有人种，不清楚结论

是否普遍适用。 据新华社

自私是种病

与大脑结构有关

久坐看电视

更伤心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打

嗝属于“呃逆” 的范畴，是指

气从胃中上逆， 喉间频频作

声，声音急而短促的现象。 呃

逆可见于健康人， 多与饮食

有关，特别是饮食过快过饱，

摄入过热或过冷的食物饮料

等， 外界温度变化和过度吸

烟亦可引起。

橘红味辛、苦，性温，归

肺、脾经，具有理气宽中、燥

湿化痰的功效， 常用于治疗

咳嗽痰多、食积伤酒、呕恶痞

闷等。 白酒味甘、苦、辛，性

温，归心、肝、肺、胃经，有通

血脉、行药势、解表散寒等功

能。 两药合用， 取其降逆止

呃、散寒温胃之功，主治胃中

寒冷导致的呃逆。 此方每日

适量即可，不可过量，胃中有

热的患者不适用。

据《生命时报》

橘红泡酒

止打嗝

不妨一试

原料：竹荪 150 克，鸭子 1 只（约

750克），盐适量。

做法：1. 把鸭子和泡好的竹荪洗

净后，分别切成块备用。

2. 用高压锅将鸭子煮至八成熟，

再放入竹荪，放盐炖熟即可。竹荪加热

时间不宜太长， 否则就会散掉， 不好

吃。

功效：消暑利湿，补气养阴，润肺

清热。

竹荪鸭汤是一道适合夏季食用的

绝佳汤品， 竹荪和鸭子都属于性凉的

食物，夏天吃了不容易上火。 综合

营养课堂

润肺清热

喝竹荪鸭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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