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抽血要不要空腹？ 你还能

准确地说出答案来吗？ 下面我

们就来探讨一下关于抽血的

一些常识。

过分追求“空腹”

影响身体指标

所谓空腹，大多数人认为就是

早上不吃饭、 不喝水就可以了，其

实这是非常不准确的。标准的空腹

应该是指距离上一次进食至少间

隔 8-12小时， 也就是前一天晚饭

要保持正常的饮食， 并要求清淡，

不能吃宵夜。 水可以喝，但不能大

量地喝，以不超过 200ml 为宜，切

记一定不能够喝酒、咖啡、饮料等，

这些液体所含成分过多，势必会影

响化验结果。

有些人知道要空腹， 但是不

知道怎样才算空腹， 索性前一天

的晚饭也不吃了， 唯恐空腹得不

够彻底，这是不可取的。 如果身体

处于过度饥饿状态， 会影响体内

各种指标， 不能准确反映身体的

真实情况。 更危险的做法是，有些

糖尿病患者饿的时间过长， 出现

低血糖，造成休克，所以血糖有问

题的患者， 前一天晚饭一定要正

常地吃。

降糖降压药

抽血前还能吃吗

所有的检验项目都需要空腹

吗？ 当然不是，像是餐后 0.5、1、2

小时血糖、C 肽、胰岛素等等，这些

项目就需要严格按照医嘱服糖后

准确计算抽血时间。

还有的病人问： 每天都需要

吃降压药、降糖药，抽血前这些药

也要停掉吗？答案是否定的。每天

都要服用的药一定不能擅自中

断，否则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降压

药停用会出现血压突然升高；降

糖药停用会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

毒、糖尿病高渗性昏迷；停用抗心

绞痛药会出现心绞痛加剧， 严重

者可致猝死。

另外还有需要长期服用的药

也不能停，如抗甲状腺药、抗癫痫

药、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等。

有的患者感冒了或者牙疼发炎

了，就自作主张使用抗生素，这样做

既造成了抗生素滥用， 也会使化验

结果不准确，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空腹采血

不宜超上午 10 点

空腹采血的最佳时间集中在

上午 6：30 至 9：30，最好不要超过

10：00。空腹时间过长，会导致某些

检验项目不准确，那么此次抽血就

失去了意义。

空腹时间不是越长越好，采血

要赶早不赶晚。采血前还要保持情

绪稳定，不要做剧烈运动，采血前

至少静坐五分钟等。

这些细节看似不起眼，但无时

无刻不在影响着检验结果的准确

性。 为了能准确反映患者的病情，

准确体现身体的状态， 作为患者，

要对自己负责，作为医生，要为病

人负责。

据《北京青年报》

美国一项新研究显示， 短时间内

饮用大量能量饮料会令血压升高，危

害心脏健康。 该研究报告发表于《美

国心脏协会杂志》上。

美国太平洋大学研究人员招募了

34 名 18~40 岁的健康志愿者，要求他

们随机选择三种饮料中的一种， 连续

饮用 3天。 其中两种饮料是含咖啡因

的能量饮料，一种是安慰剂。

结果发现， 与饮用安慰剂的人相

比， 饮用能量饮料者收缩压和舒张压

平均升高 4~5毫米汞柱。 据人民网

能量饮料

或使血压升高

一项英国大学的最新研究称，中

风病人应该多听音乐，这样有助于恢

复认知功能，缓解中风后遗症。

研究结果表明，听音乐除了能使

中风患者放松之外，还有助于恢复记

忆及认知功能，听音乐比听有声读物

更为有效。 而专注地听音乐可以使患

者感到更为放松， 注意力更集中，能

够更好地控制情绪。

研究员表示，许多的中风患者都

容易伴有抑郁或焦虑症状，不利于身

体康复。 专注地听音乐有利于使患者

集中注意力， 减少不良情绪的影响，

帮助其恢复认知功能。 据“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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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此一说

张女士有一对儿女， 女儿 14

岁，儿子 8 岁。 女儿小时候个子偏

矮，她以为只是发育慢，并没有引

起重视。 这两年，女儿身高没有什

么变化，14 岁只有 1 米 5， 比同龄

的孩子矮了一截， 还来了月经。 8

岁的儿子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个

子特别缓慢， 现在 8 岁只有 1 米

2。 “孩子爸爸也是到高中才长个

子，不用去看。 ” 爷爷奶奶劝他们

不要着急，但张女士很担忧，趁着

孩子们现在放暑假，于是带他们来

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内分

泌科就诊。

经过诊断，姐弟俩都患上了矮

小症。 根据骨龄检测，女儿的骨龄

已达到 16 岁，骨骺已经闭合，错过

最佳治疗时机，没有再长高的机会

了。听到诊断结果后，张女士纳闷，

自己身高 1 米 65， 丈夫身高 1 米

75，为什么两个孩子会患上矮小症

呢？

接诊的内分泌科张红梅主任

医师详细询问情况时发现了一个

细节，两个孩子长期熬夜玩手机影

响了生长激素分泌，从而影响了身

高。 目前，张女士的儿子正在接受

生长激素治疗， 后期还有希望长

高。

“但因为家长的忽视，大女儿

错过了生长的最佳治疗时机，身高

只能定格在 1米 5。 ” 张红梅介绍，

每年暑期，都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来看“矮小门诊” 。 除了遗传和疾

病因素外，现在不良的生活方式如

睡眠不足、运动少等因素，也会影

响孩子长高。因为充足的睡眠和运

动都可以促进生长激素分泌，有助

于改善身高。

专家介绍，如果孩子的身高小

于或等于儿童身高标准表中相应

年龄的矮小身高值，基本上就可以

判断是矮小症或者存在其他生长

发育的疾病。 不过，骨龄才是反映

后期生长空间的可靠指标。 比如，

一个 8 岁的儿童，虽然身高与平均

身高相同，但如果他早发育，骨龄

已经 11 岁，与 11 岁儿童的平均身

高相比就属于矮小了，成年身高就

会达到矮小诊断标准；同样 8 岁儿

童身高低于平均身高 5 厘米左右，

但骨龄只有 7 岁，那么成年后身高

完全可能是正常的。

由于人在青春期发育、骨骺线

闭合后，一般就不会再长高了。 因

此，如果家长发现孩子比同龄人矮

很多，或者每年生长高度少于 5 厘

米时，应引起重视，不要一味地认

为是“晚长” ，及早到医院内分泌

科就诊， 定期带孩子到医院测骨

龄，监测身高必不可少。 暑假里孩

子不能因为放假就晚睡熬夜，应保

证充足的睡眠，多运动锻炼。

据湖北经视《经视直播》

经常熬夜玩手机

姐弟变成小矮人

武汉的张女士， 夫妻俩身高都不错，

但两个孩子都比同龄孩子矮很多， 在医

院就诊后才发现是“矮小症” 作祟，医生

详细询问发现，姐弟俩经常熬夜玩手机，

这是不长个的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14 岁女儿骨骺已经闭合，

身高定格在 1 米 5， 没有再长高的机会

了。 对此，张女士后悔不已。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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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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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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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预告

中风患者听音乐

有助恢复认知

鼻腔干燥

揪揉印堂穴

取穴： 位于两眉头连线

的中点处。

作用：具有安神定惊、醒

脑开窍、 宁心益智、 疏风止

痛、通经活络的功效。

按摩方法： 用弯曲的拇

指和食指揪印堂穴， 并轻轻

地揉动，以局部感觉发麻、发

胀为宜，一般揪揉 2 分钟，每

日数次。 可促进鼻腔内的黏

液分泌、保持鼻腔湿润，并能

刺激嗅觉细胞， 使嗅觉更灵

敏。 综合

不妨一试

主要功效：清热解暑、生津止渴、

润肠利水。

推荐人群：夏季烦热、口渴、头昏、

小便不利、食欲不佳等症状者。

材料：西瓜皮 500 克，鲜海蜇 250

克， 丝瓜 500 克， 鲜竹叶心 10 克。

（3~4人量）

烹调方法：鲜竹叶心洗净，浸泡约

20 分钟；海蜇、西瓜皮、丝瓜洗净，西

瓜皮切片状，丝瓜切细条块，然后把海

蜇、西瓜皮、鲜竹叶心放入瓦煲内，加

入清水 2000 毫升，武火煮沸后，改用

文火煲 30 分钟，再放入丝瓜，煲沸片

刻，调入适量食盐即可。

西瓜皮有清热解暑、利水祛湿、生

津止渴的作用。 海蜇能清热解毒、清

肠。 据《广州日报》

止渴润肠

喝西瓜皮海蜇汤

营养课堂

抽血前的空腹 你真懂吗

？

健康小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