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瑞典科学家的一项新研究

提醒人们，胖不胖不再是“自己的事

情” ，因为从青春期前，表观遗传因素

就已经掌控着往后两代人的命运了。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研究人

员利用瑞典国家级数据库追溯了参

试者在青春期前（男孩 9-12 岁，女孩

8-10 岁）的食物摄入情况，体重指数

以及他们后代子孙的健康指标，其中

包括“全因死亡率”“糖尿病死亡率”

“心血管病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

等。 统计结果显示，爷爷在 9-12岁期

间热量摄入过多、 体重指数超标，孙

子的全因死亡率比 9-12 岁时体型中

等者的后代高 50%以上。

据《生命时报》

饮食控制不当

控制饮食并不只是不能吃

糖分高的食物， 在日常还要避

免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摄入，

只有每天计算好自己摄入的总

热量， 并且严格控制在这个范

围内，才能够配合药物治疗，控

制血糖。

运动量不足

运动可以帮助消耗患者身

体内多余的热量糖分， 起到降

血糖的作用。 如果患者在平时

没有坚持运动， 就容易让脂肪

和热量堆积在身体内， 让糖友

的血糖一直持续上升。

情绪影响

情绪和糖尿病有着密切的

关系， 当糖尿病患者的情绪多

变的时候， 会让身体的升糖激

素如糖皮质激素， 儿茶酚胺类

激素等分泌增加， 这样就会导

致血糖出现上升。

应激状态导致

当糖尿病患者出现发热，

或者一些严重感染以及外伤等

疾病时， 或者是女糖友处于怀

孕期间或是月经期间， 也会让

身体升糖激素分泌增加， 而让

血糖不能下降。

用药不当

有些糖尿病患者为了让自

己的血糖快速下降， 在使用药

物时会自己增加药量， 而当使

用的药量过多的时候， 就会让

血糖降得比较快， 容易导致交

感神经处于兴奋状态， 让身体

内的生长激素分泌增加， 从而

让血糖出现反跳， 如果在这个

时候继续使用过量的降糖药就

会让血糖持续升高。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内

分泌科主任 刘龙诞

血糖不下来

或犯这些错

健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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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 石爷爷总是隔

三差五地发烧，在这期间胃口

也不好，吃得很少。 直到最近，

石爷爷高烧持续三天，普通的

消炎药物无法退热，才住进了

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并

做了 CT 检查。

CT 片中的肺部阴影

竟是假牙

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顾

萍主任医师在查看石爷爷的 CT

检查结果时， 发现肺部阴影很像

是某种骨性异物， 通过简短的询

问后， 顾萍医师立刻怀疑是不是

石大爷的假牙落进了肺里？ 于是，

她请来了呼吸科赵欣副主任医师

进行会诊。赵欣医师从 CT片上发

现，石爷爷的右肺内有异物，正是

这个异物导致了石爷爷反复肺部

感染、高烧不退。

硬质气管镜下

10分钟不到取出异物

当天下午赵欣医师便为石爷

爷安排了急诊硬质气管镜下异物

取出术。

赵欣副主任医师表示， 因为

石爷爷有脑梗病史， 误吸的风险

非常高， 老年人的误吸常常表现

为口水吸入肺中引起吸入性肺

炎，或者是将食物呛到肺中，这种

情况下一般通过自身咳嗽反射或

普通软质支气管镜手术便可取

出，但对于假牙这样的硬物质，传

统方法是很难取出来的。

据赵欣医师介绍， 由于石爷

爷的假牙卡在肺内时间较长，体

积较大，表面又较光滑，用普通的

软镜技术钳夹会在假牙表面打

滑，无法取出异物。 但换上硬质气

管镜大钳子，一下就钳住了异物，

整个手术过程还不足十分钟。

假牙取出后， 石爷爷的高烧

退了，身体也逐渐好转。

●专家提醒

春节临近，是异物卡喉

的高发时节需谨慎

春节来临，聚会较多，

此时也是异物卡喉或者

误入气管的高发时节，赵

欣医师也提醒广大市民

朋友， 欢聚时刻切勿一

边吃东西一边说话或者

打闹，尤其是儿童和老人

一定要高度警惕，另外一

旦发生异物卡喉或者落入

气管等紧急情况时， 可以

立刻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尽量将异物排出。 如果异物较

大卡入部位较深一定要尽快到附

近医院急诊就诊避免出现呼吸不

畅、 食管气管戳伤等危及生命的

情况。

据《扬子晚报》

假牙卡肺中 隔三差五发烧

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显

示， 上夜班对女性的健康不利， 而夜

班、 白班倒着上对她们的身体造成的

危害更大，增加患 2型糖尿病的风险。

研究初始， 所有参试者身体健康

状况良好，在随访期间，共有 1 万多人

被确诊患上了 2型糖尿病。具体来说，

参试者倒班工作年限每增加 5 年，其

患上 2 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上升

31%。 如果本人还存在吸烟、肥胖、吃

垃圾食品、 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

习惯，那么每种“恶习” 都会令其患病

风险再翻一倍。在该研究中，日夜倒班

被定义为一个月内至少上三次夜班。

研究人员指出， 上夜班的女性之

所以更容易患上糖尿病， 是因为睡眠

不规律导致的生物钟错乱影响了激素

分泌及肠道菌群平衡。据《生命时报》

女性上夜班

易患糖尿病

有此一说

肥胖影响三代

首先，坚果应饭前吃，饭后不宜。

因为吃完饭处于饱腹状态，再吃坚果

或其他零食，食物摄取容易超量。

其次，坚果的油脂含量高，注意

控制“量” 。 一般正常人每天的坚果

食用量应当控制在 25 克，老人、小孩

要减量。 血糖高的孕妇、三高人群、慢

性病人群更应当控制好食用坚果的

量，这类人群吃完坚果后，应对血压、

血糖进行监测。

最后专家提醒，痛风病人不宜吃

坚果，坚果炒过后都有火性，容易“上

火” 的人不宜多吃。 核桃仁、花生、开

心果、夏威夷果、腰果等，腹泻者忌

食。 另外，部分坚果含有丰富的蛋白

质，不利于消化，反而会造成消化不

良，甚至加重腹泻。 综合

食用坚果有讲究

营养课堂

医生手记

日前， 南京市民张大爷因为

外出时，吹了风着了凉，导致面部

僵硬，口眼歪斜。 最近，像他这样

的患者不在少数， 江苏省中医院

神经内科每天都会接收 5、6例。

一觉醒来口眼歪斜

前两天， 退休不久的张大爷

与几个好友朋友相约去玄武湖游

玩……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过去

了，直到天色渐晚，众人才意犹未

尽地离开。 张大爷当时就觉得脸

上有些刺痛麻木， 耳后还伴随轻

微疼痛，以为风吹所致，也就没太

在意。 第二天早晨起床洗漱的时

候，发现自己的嘴向右歪斜，刷牙

的时候还嘴角漏水， 右眼也不能

完全闭合，这才慌了神，赶紧到医

院就诊。

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吴明华接诊后， 为他做了详细检

查，诊断其患上了“面神经炎” ，

又称“面瘫” 。 建议中西医结合，

以中医为主， 在口服激素减轻面

神经水肿，营养神经的同时，配合

中药清热解毒以及针灸治疗，疗

程大约需要持续 1-2个月。

面瘫并不是中风的前兆

据吴明华主任介绍， 面瘫多

是由于面神经感染所致， 特别在

寒冷的冬季， 更是面瘫的高发时

节。 他分析说，冬天天气寒冷，一

旦受寒，体温降低，人的免疫力马

上随之降低，这个时候，那些潜伏

的病毒就开始伺机而动， 感染导

致面神经炎症水肿， 损害了面部

神经，由此引起面瘫。

由于都有口眼歪斜的症状，

不少人就以为面瘫是中风的前

兆，其实并非如此。 吴主任表示，

中风和面瘫虽然都会出现面部瘫

痪的症状，但是中风是脑血管病，

除了局部面瘫症状外， 还会出现

语言及肢体活动障碍等症状，如

半身不遂。 而面瘫仅仅是面部神

经出现问题， 导致面部肌肉出现

瘫痪状态。 最简单的区分方式是，

面瘫是半张脸包括眼睛出现偏

瘫，而如果是中风引起的，通常表

现为眼睛以下部位的偏瘫。 专家

强调， 一旦出现口眼歪斜的情况

要及早治疗，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若耽搁太久，则治愈率明显降低，

效果大打折扣， 而且很容易留有

后遗症。

冬天预防面瘫小妙招

其实，面瘫除了治疗得及时，

同时也是可以预防的。

1、注意保暖防风，出门时最

好带上口罩， 应该避免在大风的

天气外出或锻炼，尽量待在室内

2、早晨起床时，动作须缓慢，

等待全身气血通畅、 双臂有力之

时再缓缓穿衣。

3、 日常三餐以清淡饮食为

主，选择容易消化的食物，少吃海

鲜等生冷之物， 可以喝生姜红糖

茶、红枣粥来暖胃，提高机体的抵

抗力

4、也可以选择一些具有防感

冒、 防风寒作用的食物， 如苏叶

茶、薄荷水等。

据《扬子晚报》

吹风着凉后 脸被冻“僵”了

专家：冬季高发，千万注意

有些人冬天总爱流鼻涕，这或

许是一些疾病的征兆， 应引起重

视。 其实，鼻涕颜色也可作为诊断

疾病的参考。

清水鼻涕 清水鼻涕最常见，

有些出现于感冒初期， 还有些是

经常流清水鼻涕， 而且不用擤

自己就会流出来，遇冷空气时

还会加重，这种情况多是过敏

性鼻炎， 对冷空气过敏造

成的。

白黏鼻涕 如果长期

有白黏鼻涕，大多跟鼻炎

有关。 如果是突然出现

白黏鼻涕，则要考虑支

气管炎的可能。

黄浓鼻涕 若是黄浓鼻

涕， 大多不会自己流出来，

讲话的时候鼻子不通， 有时候还

会不自觉地往鼻子里吸， 这种情

况大多是鼻窦炎。 有些还会出现

前额疼痛， 主要疼痛部位是两眉

之间，因为这是鼻窦的部位，前额

疼痛主要是鼻窦有炎性分泌物，

造成鼻窦压力增大所致。

青色鼻涕 还有一种鼻涕是青

色的，像果汁一样，大多是绿脓杆

菌感染引起的，从中医上讲与肝火

旺盛有关，因为肝主青色。

鼻涕多看似没什么大事，实际

上危害很大。若长期如此则呼吸不

畅， 大脑长时间处于缺氧状态，会

导致记忆力差、 注意力不集中等，

应及早治疗。

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国医

堂主任医师 郑启仲

看鼻涕颜色 有助诊断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