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2月27日 星期三

健康森林

JIANKANGSENLIN

A

13

编辑／版式 王颖 校对／缪恺

原料：红枣 30 克，枸杞 20 克，苹

果 2个，清水 1200毫升，蜂蜜一大勺。

做法：苹果去核切块备用。红枣加

足量清水煮沸。加入苹果块。再次沸腾

后，转文火煲 30分钟。 加入枸杞煮 10

分钟。 温度降到 80 摄氏度时，舀入一

大勺蜂蜜。

功效：可以调理肠胃，益胃养心，

美白肌肤， 还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

醇。 河南省中医院健康体检中心

付红柳

有此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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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没喝水 小伙胸痛咳血急救

专家建议：平日要多喝水，也要加强运动

29 岁的杭州小伙小赵 （化

名）莫名胸痛、咳血，差点得把气

管切开抢救， 原因竟是他两天没

有喝水。

小伙莫名胸痛、咳血

急诊查出肺栓塞

“太危险了，完全是因为自己太

大意。” 日前，经过一周时间治疗的小

赵生命体征已逐渐平稳，但回想起自

己这次生病仍心有余悸。

最早出现症状是在 2 月 13 日晚

上，小赵亲自下厨给自己煮了碗清淡

的面条，吃完后，大约 8 点的样子，他

先感觉到一阵阵隐隐的胸痛，因为还

能忍受，便没太在意。 又过了个把小

时，他又开始咳嗽，咳出来的痰里竟

还有血， 顿时整个人就紧张害怕起

来，只是想想大晚上的，还是熬到第

二天一早再去医院。 没想到病来如山

倒，凌晨 4 点不到，不断加剧的胸痛

已到了他无法忍受的程度， 无奈，小

赵忍着剧痛赶紧拨打 120急救电话。

“人被送进急诊的时候，呼吸非

常急促，血压和心率都很高，据他自

己描述胸痛仍在加剧。 ” 杭州市西溪

医院呼吸科主任王美华说，根据一系

列症状他们为小赵做了相关检查，结

果太令人意外，是肺栓塞。

小伙平日无基础疾病

得病竟因两天没喝水

王美华主任说，肺栓塞是呼吸科

一种致死率极高的疾病，主要表现为

气短、胸痛、咯血、晕厥、低血压等。

导致肺栓塞的因素有很多，比如

血液瘀滞，包括长期卧床、长途旅行、

久坐、妊娠、心衰等，血液粘滞度增

高；还有凝血系统异常，如肿瘤等造

成的血液高凝状态；创伤、手术、吸烟

等造成的血管壁损伤； 还有肥胖、高

脂血症、糖尿病等。 也就是说，发病者

往往有基础疾病。 小赵一个年轻壮小

伙，天天生龙活虎地上下班，怎么会

和这种危险的疾病沾上关系？

小赵吃了止疼药后胸痛缓解，可

以正常说话。 王美华主任继续追问：

“最近有没有久坐？ 水喝得多不多？ ”

小赵想了想， 才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

经有两天没有喝水。很快，血液检查结

果出来了，小赵的血液黏度很高，王美

华主任判断， 极有可能是因为久坐不

动而又不喝水，才导致的肺栓塞。

“如果再严重一些，就要气管插

管抢救送重症监护室了。 ”事后，王美

华主任跟小赵说了此病的凶险， 小伙

子摸摸脑袋尴尬而有认真地说：“有一

次教训就够了，以后一定好好喝水。 ”

建议空调房里

每小时喝 200 毫升水

王美华主任建议办

公室一族， 平日要多喝

水， 也要加强运动，尤

其在长时间处于空调

环境中时， 最重要的

事就是努力补充水

份，每小时最好补充

200 毫升的水， 同时

透过补充水份的行为

改变坐姿。其次是“脚

的运动” ，1小时要做 3

到 5 分钟的脚部运动，

包括脚尖、 脚指及膝盖运

动。

另外，登上交通工具后，切

勿只顾坐着和睡觉。长途旅行的老

年人，很容易患上肺栓塞，自行开车

时应 2-3 小时下车活动筋骨，搭机时

则定时起身活动。 本身就有基础疾病

的人群，更应该注意，如果突然发生

呼吸急促，及时到医院就诊，不要错

过最佳治疗时机。

据《钱江晚报》

女白领连着用了一周的眼药

水，不料竟变成“兔子眼” ，视力

只剩下 0.1， 在医院检查确诊为

细菌性角膜炎， 原来是使用的眼

药水过期了。

27岁的李雪是一名美工。 上

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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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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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这下慌了神，

赶紧前往附近的武汉市中心医院

后湖院区就诊。

接诊的眼科医生杨万举详细

检查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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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药水保质期明明还有两个

月，怎么就过期了？眼科主任项奕

解释， 眼药水的保质期不等于使

用期。 一般眼药水的保质期有一

两年， 如果不开封可以在此期限

内一直存放。开封后，药液容易被

空气中的微生物和细菌污染。 而

使用过期眼药水导致角膜发炎的

患者，如果不及时治疗，严重者会

导致失明。因此，眼药水开封后最

好在一个月内使用完， 超过一个

月的不能再用。 据《武汉晚报》

用过期眼药水 视力骤降至 0.1

医生：眼药水开封后，使用不要超过一个月

学做龟式老人

俗话说“千年王八，万年龟” ，

龟是众所周知的长寿动物。龟的长

寿，能给人类怎样的启示，老人能

从龟的生活模式学到什么呢？

龟式呼吸 龟的肺在甲壳下

面，不能直接呼吸空气，必须靠口

腔下方的一升一降把空气吞入，

再送往肺里。同时，靠四肢与腹部

起伏才能带动其肺呼吸。 龟这样

的吞气和呼气运动， 令主管龟呼

吸的脑干神经得到充分进化，促

使其长寿。龟息的方法很简单：不

要单用鼻呼吸， 也不要单用嘴呼

吸，要用嘴吸气入口腔，然后闭上

嘴唇把吸入口腔的空气与唾液一

起咽入胃内，然后用鼻呼出气，这

样为一息，每天练 1-3 次，每次练

36息，有利于健康长寿。

龟式饮食 大多数龟以素食

为主，偶尔食荤。如印度洋热带岛

屿上的象龟，专食海藻、仙人掌、

苔藓和野果，偶尔吃螺蛳、小虾，

寿命长达三四百岁。 而完全以素

食为主的海龟， 寿命则为一二百

岁。老人饮食也不妨多素少荤，能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龟式心态 龟总是很淡定的

样子，不急不躁。建议老人也培养

这种从容的气质，凡事不纠结，避

免急躁情绪， 多发现生活中的快

乐。老人做事急躁风险大，注意进

餐、排便、起身时别图快，方能颐

养天年。 据《生命时报》

不妨一试

喝汤是滋补暖身的好方法，但

如果喝得不科学，不但营养难吸

收，还会给身体造成负担，老年朋

友尤其要当心。

嘌呤高：增加肾脏负担。 汤煮的

时间过长，会使嘌呤含量高，同时因为

富含蛋白质，会增加肾脏负担。 肾小球

滤过率随年龄逐渐降低，老人喝汤对肾

脏损伤更大，不宜过分追求喝汤补身。

盐分高：促发心脑血管疾病。老人

每天的盐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 6 克，

喝汤时尤其易超标。 浓汤里溶解的盐

分很多，可能造成高血压等疾病。老人

喝汤，最好少放盐甚至不放盐。

草酸高：影响矿物质吸收。如果汤

中有含草酸过高的蔬菜，如菠菜、甜叶

菜、韭菜、竹笋、苦瓜、茭白等，会影响

钙、铁等矿物质的吸收。草酸钙沉积过

多，还可能诱发各种脏器的结石病，比

如肾结石、 胆结石。 建议老人喝蔬菜

汤，先将菜焯几十秒再做汤。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

全分会副会长 周春凌

年纪大了

别喝太多汤

秋葵的黏液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

食纤维， 会阻止肠道碳水化合物的消

化，进而降低葡萄糖的吸收，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降低人体血糖。 秋葵的膳食

纤维与胆汁的结合率高于其他蔬菜，

可以减少对饮食中胆固醇的吸收。

秋葵泡水可辅助降血糖。 其方法

是： 取两个秋葵切除头尾部分后切成

两段，放入一杯水中，盖好并在室温下

放置过夜。 次日早餐前，取出秋葵，饮

用此水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秋葵性味寒

凉，故体质虚寒、胃肠功能不好、经常

腹泻的人不可过多食用， 孕妇或准孕

妇最好不要食用。 郭旭光

秋葵泡水

可辅助降血糖

红枣枸杞苹果汤

可调理肠胃

28岁的王先生， 每天边嗑瓜

子坚果边追剧，一周后，小伙发现

自己张不开嘴了，到医院检查才知

是过度咀嚼导致的下颌关节紊乱。

春节期间， 家里买了很多瓜

子和松子等坚果，日前，王先生每

天晚饭后一边看网剧， 一边嗑瓜

子松子， 经常一嗑就是两三个小

时，到凌晨一两点才睡。 一周后，

王先生发现突然张不开嘴了，吃

饭说话都很困难。 平时工作中需

要经常与人交流， 无奈之下他来

到武汉市东湖医院看诊， 经康复

科医师陈翔峰检查， 确认为颞下

颌关节紊乱。

陈翔峰医师介绍， 颞下颌关

节位于人体双耳前方， 是一组复

杂的联动关节， 人张口闭口都需

要靠它。过度咀嚼、疲劳、熬夜、口

腔习惯不良等都会诱发，“每年

的春节前后都会遇到这样的患

者。 ”陈翔峰医师提醒，平时除了

避免咬嚼生冷坚硬食物外， 还应

尽量避免一些会引起下颌关节功

能障碍的活动， 比如长时间的嗑

瓜子， 咀嚼坚硬食物， 手托腮帮

子、打哈欠时张口过大等。一旦张

口时听到关节咔咔地响， 就要考

虑可能关节紊乱，应及早就医。

据《武汉晚报》

连嗑一周瓜子 嘴巴张不开

今日提醒

本周六———

本报讯 3 月 2 日 （星期

六）， 贵阳华夏不孕不育医院特

邀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纪亚忠教授来黔会诊。 本次会

诊，纪教授将对女性生殖内分泌

紊乱、子宫内膜异位症、排卵障

碍、中重度卵巢过度刺激、多囊

卵巢性不孕及疑难高育龄不孕

等疾病提供权威的诊治方案。

据悉，纪亚忠教授在我国不

孕不育领域颇有知名度，从医 30

余年，曾获巴黎第五大学免疫专

业硕士学位和人类生殖医学专

业博士学位，多次带领我国妇产

科专家团队赴欧美国家进行生

殖医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和交流，

掌握了国际前沿技术。近 3年来，

其采用国产药物使试管婴儿成

功率（移植周期临床妊娠率）稳

定在 50%左右。 纪教授主诊的 51

岁疤痕子宫女性分娩双龙胎、补

救第二代试管婴儿分娩龙凤胎均

为国内首例， 获得生殖医学界的

一致认同及好评。

纪亚忠教授 3 月 2 日到贵

阳华夏不孕不育医院会诊，患者

可以提前咨询并预约。预约电话：

0851-83751888。

（本报记者 李强）

上海专家来黔

会诊怀孕难题

预约电话：0851-83751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