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湿气和毒素长期聚集脚底，

阻碍身体血液循环及新陈代谢，因

而引发各种疾病。 ” 凭着这番乍听

上去似乎很有道理的言论，近段时

间来，足贴开始“火”了起来。

对此，湖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

任医师丁德光称， 人体的油脂、毒

素通过药物从脚底及身体皮肤排

出的可能性非常小。 正常的穴位敷

贴可以刺激身体的穴位，改善血液

循环，绝对没有排毒的功效，更没

有通过穴位直接把毒素排出体外

的说法。

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中药系教

授常章富则说，湿邪涉及许多方面，

常见表现有舌苔腻、胃部不适、大便

稀溏等， 是否祛除要依靠临床症状

来定。 至于“排毒”一词，中医很少

使用，一般用“解毒” 。

“体内并没有那么多毒。 ” 北京

协和医院内分泌科教授伍学焱说，

人体拥有一套有效的排泄系统，皮

肤、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可挡住许

多有毒有害物质，免疫系统则能

识别、 消除侵入体内的外来物

质， 肝脏和肾脏可以过滤掉进

入血液和人体代谢产生的废物，

正常情况下不需要依靠外力，而

是 依 靠 人 体 自 身 功 能 进 行 调

节———多吃蔬菜水果，适当吃些粗

杂粮；养成运动习惯。

据《福州晚报》《安徽商报》

人老了，有时会出现头晕耳

鸣的情况，其实弹弹后脑勺就有

缓解作用，而且还能强本补肾。

人体后脑杓凸起的地方叫

高骨，也是枕骨最高处。 每天下

午 5-7 点按摩这个地方，能提高

老人听力， 还有一定补肾效果。

方法： 两手掌心紧按两耳外耳

道，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分别轻

轻敲击脑后枕骨；然后掌心掩按

外耳道， 手指紧按脑后枕骨不

动，再很快抬离，这时耳中会有

放炮样声响。 如此反复做 5-10

次，每日做 2-3次。

老人的一些其他头部症状

也能通过穴位按摩缓解。

头痛， 揉脑户穴。 方法：正

坐，双手伸过颈项，放置在后脑，

掌心向头，扶住后脑勺，四指指

尖向头顶，大拇指的指腹所在的

位置就是脑户穴。大拇指的指尖

互相叠加向下，用指腹或指尖按

揉穴位，有酸痛、胀麻的感觉；分

别用双手轮流按揉穴位，先左后

右，每回按揉 3-5分钟。

头晕颈痛，按风池穴。 方法：

该穴位于颈项后枕骨下， 与乳突

下缘相平，项肌外侧凹陷处。该穴

适用于颈项痛、 失眠健忘、 高血

压、风湿病等。将双手拇指指腹放

于两侧风池穴处，先点按半分钟，

再向外按揉 2分钟， 力量由轻渐

重。

中风康复，点风府穴。方法：

正坐，头稍仰，使项部斜方肌松

弛，从项后发际正中上推至枕骨

就是此穴。可为癫痫、中风不语、

半身不遂的老人按此穴：用食指

点着揉，也可用双手中指或拇指

点按，每天点按 2 次，每次 3-5

分钟。

据《生命时报》

刚吃完饭， 转眼又觉得饿得

顶不住劲了？ 当人的压力增大、情

绪波动、生活不规律，又爱吃辛辣

煎炸油腻等上火的食物时，会导致

体内郁滞生热，出现“胃燥胃热” ，

消化食物能力异常增强， 就总爱

饿。胃热证除了爱饿，还可见口渴、

口臭、大便秘结、呕吐酸苦水、怕热

贪凉、牙龈肿痛出血、面赤发热。

一般，总爱饿以实证为主，常

见以下两种情况：1.总爱饿，伴有

大便秘结、牙龈肿痛、口臭，这说

明胃肠有积滞， 只要把积滞泻出

去，胃热自然随之消除。 2.总爱

饿，伴有口渴欲饮、燥热汗出，尤

其贪凉，这说明胃热充斥全身，但

没有形成积滞。

需要强调， 胃热的产生与压

力、情绪刺激、生活不规律、饮食

不节制有一定关系， 根本原因还

在于脾胃运化功能减弱， 导致饮

食积滞、郁滞生热。 所以，出现胃

热需要清解，但不宜过度，以免胃

热再生。 如果 3 天症状没有缓解

或逐渐加重， 应尽快到中医院脾

胃病科就诊。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脾胃病科主任医师 李晓林 毛雁荣

2018�年10月16日 星期二

A

16

编辑／版式 王颖 校对／ 王玲

健康森林

JIANKANG

SENLIN

订阅热线：85834880��85821740

小河区域：83906466�������三桥区域：86860184�����观山湖区（碧海）：84715554�����大营路区域：86860184

小十字区域：85820039���贵惠路区域：85980238���观山湖区（金华园）：82239839����乌当区域：86410008����

广告热线：0851-85860467��8584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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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吃卤味 中毒嘴发紫

元凶竟是食物中的亚硝酸盐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来

了一位 90后姑娘，喘息不止，口

唇、双手发绀，即“呈青紫色” 。

接诊中，姑娘的喘憋症状愈发严

重了，好似古装剧中的“中毒”

妆扮，医师紧急下达抽取动脉血

样、行血气分析检测医嘱，证实

为亚硝酸盐中毒。

经追问， 原来女孩平时喜

爱吃卤味熟食， 病发前在一家

常去的熟食店买了不少卤味

吃，没想到差点送了命。 造成食

物中毒的元凶， 正是食物中的

亚硝酸盐， 而由亚硝酸盐引起

的食物中毒，几率较高。

亚硝酸盐

生活中很常见

亚硝酸盐广泛存在于我们的

生活中，呈白色或淡黄色，易溶于

水，无臭、味微咸涩稍苦。 最常见的

亚硝酸盐是作为食品添加剂，因它

跟肉发生化学反应， 可以使熟肉、

卤肉等熟食变得鲜红， 色泽诱人，

并能抑制梭状芽孢杆菌及肉毒杆

菌的生长，从而延长食品的贮存时

间。 因这两大功能，亚硝酸盐在食

品加工业和工业中应用广泛。 但亚

硝酸盐不是食盐，它是一种有毒致

癌物质。 所以国家对其用途、用量

有严格的卫生标准规定。

摄入亚硝酸盐后，会导致中毒

者快速出现全身缺氧症状， 如口

唇、甲床等变成褐色、蓝褐色、甚至

蓝黑色，胸闷憋气、呼吸困难等，严

重者可能出现昏迷、 休克甚至死

亡。 症状出现的时间及严重程度与

摄入亚硝酸盐的剂量直接成正比。

日常生活中，剩饭剩菜、腌制

的咸菜中就会有天然的亚硝酸盐

产生。 部分食物和蔬菜中天然含有

较高的硝酸盐，经过细菌、发酵的

作用，就可以转变为亚硝酸盐。如

腌制咸菜的过程中， 就会出现

亚硝酸盐含量增高的一段时

间，此期间大量食用，就有可

能中毒。

“限量”是防毒重点

既然这么危险， 那么

卤味熟食、 腌咸菜还能吃

吗？ 实际上，人体已经进化

出强大的生化保护机制，可

以将生理状态下出现的高

铁血红蛋白恢复成为具有正

常功能的血红蛋白。 当亚硝酸

盐摄入量超过了人体的代谢能

力，才会出现中毒。

生活中，人们应该自行防范：如

新腌制的蔬菜，在 3-6天之内吃，或

在 3周以后再吃， 避开亚硝酸盐浓

度高峰期；剩饭剩菜注意低温保存，

尽量少吃或不吃。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急诊科 马

士程 张向阳

咳嗽是一种呼吸道常见

症状，几乎所有人都有过咳嗽

的经历，儿童咳嗽更令家长焦

虑不安。咳嗽是机体的一种重

要防御机制，同时也是许多疾

病的信号。

咳嗽分为正常咳嗽和特

异性咳嗽，正常咳嗽即非病理

性咳嗽；特异性咳嗽，指有基

础疾病并有相应临床表现的

咳嗽，当去除基础疾病，咳嗽

症状随之缓解。 儿童咳嗽按持

续时间分为急性和慢性。 急性

咳嗽通常症状不超过 4 周，慢

性咳嗽症状大于 4 周，病因更

复杂。

儿童咳嗽常由呼吸道炎

症、异物、物理或化学性刺激

引起。 孩子患病理性咳嗽时，

伴有其他全身或局部症状，如

流鼻涕、打喷嚏等上呼吸道感

染症状，下呼吸道感染则伴有

气促，面色、唇周呈青紫色和

呼吸困难。 若孩子突然呛咳、

面色发青、呼吸困难，还要想

到是否为吸入异物。

有的家长未明确孩子咳嗽

原因就主观认为是呼吸道感

染，往往会误诊、漏诊，错误用

药不仅可能导致菌群失调，破

坏孩子体内正常微生态环境，

还会给医生判断造成干扰，甚

至延误治疗的最佳时机。

所以，孩子咳嗽时家长要

仔细观察有无其他症状，并及

时就医。 不同原因的咳嗽处理

方法大相径庭：若为呼吸道感

染，需要注意上、下呼吸道感

染特点，搞清感染病原是病毒

还是细菌，再规范、足疗程治

疗； 若为气道异物引发的咳

嗽，要立即就医，尽快取出异

物；若为过敏性咳嗽，要明确

导致咳嗽的过敏性疾病，才能

对症下药。 据《生命时报》

孩子咳嗽 先找原因

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一项

新研究表明，勤做口腔日常清洁、及

时治疗牙周炎有助于改善肝硬化患

者症状。

肝炎、 酒精肝导致的肝硬化是

临床常见的慢性肝病， 该病会使患

者血液中毒素增加，身体炎症加重，

引发肝性脑病。 研究人员对同时患

有肝硬化和轻度牙周炎的病人进行

试验。

受试患者被分成两组， 一组人

对并无明显症状的牙周问题不做处

理， 另一组人则持续接受牙周疾病

治疗。 在研究开始前和结束后 30

天，研究人员分别采集患者血液、唾

液和粪便样本， 患者接受认知能力

测试。结果显示，相较于不治疗牙病

的患者， 治疗组患者的肠道有益菌

数量增加， 全身性炎症和血液毒素

减轻，认知能力也有所提高。

研究人员指出， 消除体内炎症

对减轻肝病患者的脑部病变有很大

帮助，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患者的

生活质量。他们建议肝炎、肝硬化病

人在接受常规治疗的同时， 重视口

腔除菌，及时治疗牙周疾病。 综合

总爱饿

可能是胃热

自弹头部穴位 缓解头部症状

一般情况下， 成人后近视或

散光的度数就不会增加了。 但现

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 二三十岁

了度数还会增加， 有些人则刚四

十多岁就老花眼了……这些都是

用眼过度导致视疲劳造成的。

如果久视后出现双眼视物模

糊、眼胀、干涩、流泪、头晕，或者

心悸、健忘、神疲、舌淡苔白的症

状，近视、远视、老花者加重，则是

气血不足导致的。 可以冲泡枸杞

桂圆石斛茶来改善。 取枸杞 15

粒、桂圆肉 5 枚、石斛粉 2 克，放

入杯中，倒沸水，加盖焖 15 分钟

后趁热服， 冷后继续加入热水反

复冲泡，直至没有味道。

需注意的是，在日常生活中，

视疲劳患者要减少看手机和电脑

等电子产品的时间。 如果工作必

须使用，可以根据医生建议，使用

防视疲劳的眼药水滴眼。 平时多

做些户外活动，多看绿色的植物，

有空做做眼保健操。

据《生命时报》

用眼多 喝枸杞桂圆石斛茶

治好牙病

可护肝

穴位敷贴

不能排毒

有此一说

今日提醒

不妨一试

医生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