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提醒

盲目使用抗生素、大量补水或不吃不喝……

夏季炎热，因各类胃肠道疾

病引起的腹泻多发。专家提示，在

治疗腹泻时， 一些市民往往选择

过量饮用热水、 盲目使用抗生素

等，这其实都是错误的做法，需引

起警惕。

不少人认为，缓解腹泻应该

多喝热水，其实这是一种认识误

区。“腹泻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体

脱水，患者的确需要补水，

但此时过量饮用热水

反而可能加重腹泻。

腹泻时人体补水，

是要补充电解

质，药店售卖的

电解质液是最

佳选择， 在稀

饭、米汤、温水

中加入少量食

盐， 也有类似作

用。 ” 重庆市肿瘤

医院胃肠肿瘤科主

任孙浩说。

同时，一些人出现腹泻症状

后，会选择不吃不喝，这也是不

可取的。“短时间禁食或许能减

少上厕所的次数，让人感觉腹泻

有好转的迹象，但腹泻期间长时

间禁食容易营养不良，影响身体

免疫力，身体反而恢复慢。 ” 孙

浩介绍，出现腹泻的人，完全是

可以吃东西的， 比如食用稀饭、

软面条等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

少食多餐。 在症状好转后，可以

逐渐添加其他食物。

过度、盲目使用抗生素也是

一些市民治疗腹泻时的错误选

择。 专家介绍，引发腹泻的原因

很多，除了有腹部受凉、饮食不

节、消化不良等引起的功能性腹

泻，还有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导

致的感染性腹泻等。盲目使用抗

生素不仅会加重人体肠道、肝肾

功能负担，还可能会引起胃肠功

能紊乱。 因此，一定要遵医嘱谨

慎使用抗生素。 新华社

夏季腹泻多发

注意治疗误区

医生手记

贪凉伤身

夏天要避五凉

一要少吃生冷寒凉食物。 冰西瓜、

冰牛奶、冰啤酒等，容易使胃里血管收

缩、温度下降，细菌繁殖变快；同时，由

于它们不易消化，增加胃的负担，进一

步导致脾胃功能下降。

二是忌用凉水冲脚。 脚底汗腺发

达，夏天爱出汗，人们穿着凉鞋容易弄

脏裸露的脚部。 若回家就用凉水冲脚，

会使汗腺骤然关闭；血管和神经受凉水

刺激后， 肢端末梢小血管容易收缩、痉

挛，引发关节炎和风湿病等。

三是避免晚上在室外乘凉太久。若

在凉的地方待太久， 内收的阳气减少，

自然影响第二天阳气升发。 长期失调，

体质会下降。

四是洗完澡不能马上进空调房。洗

完澡后，空调的风使皮肤表面残留的水

加速蒸发，带走体表热量，皮肤毛孔打

开，外邪更容易趁机长驱直入。有关节、

肩膀、腰部旧患的患者，洗完澡空调一

吹，会使老毛病复发或加重。

五是睡觉时电扇空调不能吹头部。

电扇空调直接对着头颈部吹，头皮温度

下降，脑部血流减少。 有心脑血管疾病

的老人，严重时可诱发脑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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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明天 14 时至 15 时，

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杜吉义，将值守本报“专

家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如何科学

防治肥胖及其所带来的代谢性疾

病的手术治疗等话题，与广大读者

进行交流。

肥胖是一种由多种因素引起

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杜吉义主任表

示，如果被肥胖困扰而又未引起重

视的话， 还很可能诱发高血压、高

尿酸、 高血脂等等多种代谢疾病。

同时，呼吸暂停综合征也与肥胖有

着密切关系。此外，肥胖的女性，还

会大大增加患多囊卵巢综合征的

可能性。

那到底肥胖应该如何界定？ 诱

发肥胖的高危因素有哪些？ 该如何

应对先天性肥胖？ 肥胖诱发的代谢

疾病该如何通过手术治疗？ 只吃蔬

菜水果， 或借助各类减肥药减肥靠

谱吗？明天 14时至 15时，读者可拨

打热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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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森林” 版

面刊登专家的

相关解答内

容。

另外 ，

本报招募两

名患者来现

场与专家面

对面交流，不

收 取 任 何 费

用， 报名电话：

15885017798。

（本报记者）

明天，市一医普外科专家将值守本报“健康热线” ，

与读者交流如何防治肥胖的话题———

女性太胖 或影响生育

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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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线预告

就医时发现自身权益受到损

害，想投诉不知道渠道？ 看这里！ 贵

阳晚报“医疗美容行业新闻监督热

线” 开通。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违规医疗，

请告诉贵阳晚报，我们将和医疗主管

部门一起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新闻监督热线：0851-85870512。

随着 “医疗美容行业新闻监督

热线” 的开通，《贵阳晚报》将一如

既往地担起媒体的监督作用。

同时， 本报长期向广大读者征

集线索，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剑指医

疗服务领域中的违规行为； 我们将

依托全媒体力量，让陷阱曝光现形，

让违规医疗行为无处躲藏。

遭遇违规医疗

请与本报联系

健康森林

JIANKANG

SENLIN

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夏天做些轻

柔舒缓的运动是首选，剧烈运动时，由

于机体对能量供应的需要，会，引起血

糖的大幅波动， 而这对糖尿病患者来

说不利。 以大家都爱的游泳项目为例，

糖尿病人切忌空腹去游泳， 最好在餐

后两小时以内进行， 两小时后则临近

于下一餐， 患者体内储存的能量无法

满足游泳的需要，会出现低血糖。

由于游泳时嘴部一般比较润，很

多人会忽视补水。 其实，游泳过程中汗

液会继续分泌，引发人体缺少。 对糖尿

病患者来说， 补水时可尽量喝些蔬菜

汁， 因为体内大量水溶性维生素会在

大量饮水、排尿时丢失，而黄瓜汁、芹

菜汁、 番茄汁等可以补充丢失的维生

素。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内分

泌科主任 王世东

糖友游泳应在

餐后两小时内

本报讯 8 月 10 日，“海扶治疗中

心”在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成立。

据介绍，海扶刀也叫高强度聚焦超

声肿瘤治疗系统，是一种新兴的无创肿

瘤治疗技术，其原理是利用超声波的可

聚焦性和能量可透入性，从体外将稍低

能量的超声聚集于体内病灶，依靠焦点

区高强度超声所产生的高温效应和空

化效应等， 使焦点区组织产生空泡变

性、凝固性坏死，继而逐渐被机体溶解、

吸收或纤维化，对声通道及靶区以外的

组织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目前海扶刀已广泛用于子宫肌瘤、

子宫腺肌病、剖宫产瘢痕妊娠、胎盘残

留、腹壁切口内膜异位症等治疗。 由于

海扶刀治疗无创伤、无痛苦、无需麻醉，

恢复快、保留器官及功能，且疗效确切、

定位准确，不损害正常组织器官，因此

也被称为是肿瘤的“绿色治疗”手段。

贵阳中医二附院的 “海扶治疗中

心” 在贵阳地区首家引进海扶刀应用技

术， 能够完成多种妇产科疾病的治疗，

自今年 3 月投入临床应用以来，共完成

治疗 120 余例， 为女性患者减轻了痛

苦、保住了子宫，极大提高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

当天，贵阳中医二附院举行了“海扶

治疗中心”授牌仪式，并进行海扶刀应用

技术学术讲座。 同时，在该院妇科咨询就

诊的患者还免费进行了超生定位检查，

住院治疗患者免费获赠两瓶针对术后恢

复的膏方。 （本报记者 李江 文 /图）

贵阳中医二附院“海扶治疗中心”成立

海扶刀 可保宫体外治疗妇科病

授牌仪式现场

本报讯 8 月 11 日，2018 全

国生殖医学论坛在贵阳拉开序

幕。 期间，来自全国生殖领域的多

位专家齐聚一堂， 与我省上百名

妇产医生， 共同探讨了与不孕不

育相关的热点和难点， 并进行了

现场释疑。

据介绍， 此次论坛系由中国

医药教育协会联合中华医学会

《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 （电子

版）》编辑部共同主办，贵州省妇

幼保健院、 贵阳华夏不孕不育医

院共同协办， 中国妇产科网及中

国妇产科在线共同支持。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章汉旺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

医院纪亚忠教授、 武警广东总队

医院陈建明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

第二医院刘宏伟教授、 浙江省人

民医院舒静教授、 贵州省妇幼保

健院徐春佳教授、 贵州省妇幼保

健院黄绘教授、 贵州省妇幼保健

院胡皓睿教授， 以及贵阳华夏不

孕不育医院周连福教授等多位国

内生殖领域的专家参加了论坛。

论坛上， 专家们就多囊卵巢

综合征的诊疗、 子宫内膜厚度对

IVF结局的影响、低分子肝素在复

发性流产中的应用、 性激素及不

孕症诊治流程等方面进行了交

流， 并对前期征集的典型不孕不

育案例进行了探讨。

同时， 专家们还为来自我省

100 多名妇产医生进行了现场答

疑， 集中破解了我省妇产医生在

不孕不育诊疗中遇到的难题。

据悉，论坛历时两天，期间，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章汉

旺教授、 武警广东总队医院陈建

明教授， 还与贵阳华夏不孕不育

医院携手， 共同为不孕不育患者

进行会诊。

活动负责人表示， 举办此次

论坛， 旨在分享和探讨各类不孕

症的诊治、生育力的储备、自身免

疫性疾病与妊娠失败等生殖热点

问题， 这将促进我省乃至整个西

南地区不孕不育诊疗技术的提

高， 进而为广大患者带来更优质

的诊疗服务。

（本报记者 王杰 文 /图)

2018全国生殖医学论坛在贵阳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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