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铁性贫血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贫

血， 尤其在婴幼儿及育龄期妇女中发

病率较高。 常见的原因有：蛋、肉等含

铁丰富的食物摄入不足， 慢性失血造

成铁丢失过多，如女性月经量多、痔疮

出血、胃肠道溃疡或肿瘤出血。

一旦确诊缺铁性贫血， 首先要尽

可能去除病因，例如改善饮食、治疗消

化道疾病以及妇科疾病。 补铁治疗常

选择口服铁剂， 一般需要半年左右的

治疗时间。

日常生活中， 婴幼儿及孕妇要多

进食含铁丰富的食物，比如动物血、肉

类、蛋类。 需要注意的是，缺铁性贫血

患者不要饮用浓茶和咖啡， 以免影响

铁的吸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血液科副

主任医师 李旭东

夏天暑气蔓延，栀子的清香清心

降肺，恰对暑气。 肺热咳嗽、大便不利

或湿热泻痢，心肺有热小烦或不安，舌

质红，吃热性食品就流鼻血，或孩子肺

火旺，隔三差五流鼻血，可用栀子花 3

朵，水焯后拌蜂蜜水 5克，解馋、好吃，

且赏心悦目。 小儿食积有热，舌红苔

黄，可用栀子 3 个、枳实 2 枚、豆豉 10

克煮汤，一次顿服。

栀子花性寒、味甘苦，入肺、肝经。

具有清肺止咳、凉血止血的功效。 但

是脾胃虚弱者、大便溏者、体寒者不能

用。 综合

不妨一试

泻火清心

试试栀子花

健康小站

爆发性心肌炎

到底是咋回事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

血管主任殷拥军介绍，心肌炎是由

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心肌细胞受损、

发炎，心肌炎症损伤。 绝大多数情

况下，心肌炎发生的前半个月左右

都会有较确切的上呼吸道感染、腹

泻等症状。

爆发性心肌炎，是最为严重和

特殊的心肌炎类型，它是一种极其

凶险的心血管急危重症， 它起病

急、快，不同于心肌炎偏爱青少年

的特点，爆发性心肌炎可发生于各

年龄段，对健康的威胁极大。

殷主任解释，心肌炎一般出现

于本身机体功能较差、免疫力低下

的时候，因此，这意味着并不是所

有人感冒后都会出现心肌炎甚至

爆发性心肌炎。只有在特定的环境

和特定的身体状态下，加上外界病

毒感染趁虚而入，才会发作。

小小感冒

发展成心肌炎

殷主任介绍，这主要是由于外

界的病毒感染。病毒感染后导致心

机损害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直接的

病毒侵袭，损害心肌细胞，导致心

肌炎；另一种是病毒在体内的免疫

复合反应物，刺激心肌细胞，导致

心肌受损。

心肌炎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

会造成严重后果， 但如果反复、多

次地发生病毒感染，就可能引发扩

心病等，威胁人体健康。

感冒后，人体的抵抗力会有所

下降，此时若不注意休息，依然剧

烈运动、熬夜等，则可能导致病毒

通过血液“侵犯” 心脏，对心肌组

织发动攻击， 引发病毒性心肌炎，

进而可转变成致命的爆发性心肌

炎。

殷主任解释，爆发性心肌炎在

心肌炎的比例中虽然低，但由于其

发病急且病程发展较猛较迅速，因

此一旦发作，很可能就产生严重后

果，引发猝死，不可掉以轻心。

大部分的爆发性心肌炎都是

感冒引起的。由于心肌炎与感冒症

状多有相似，很多人最初都以为只

是感冒，一般都不重视，因此常常

会漏诊和误诊。殷医生提醒———就

临床案例来说，在感冒之后出现心

慌、心悸、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等

症状，须尽早去医院就诊，做相关

检查，千万不要硬扛，以免延误治

疗。 据“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及

肝胆内科护士长黄砚萍表示， 中医临

床上， 引导性音乐想象技术被广泛运

用到理疗及慢性病管理中。

引导性音乐想象技术是在音乐治

疗基础上，通过引导词引导患者进行想

象，想象的内容通常是美好的大自然情

景和良好的自我体验，音乐过程中配有

指导语， 可以达到减轻或消除焦虑紧

张，建立和强化安全感、放松感。

现代医学认为， 当人们听到一定

节奏韵律的音乐时， 有规律的声波振

动能使组织细胞“共鸣” ，产生共振，

进而直接影响人的心率、呼吸节奏，使

人产生愉悦感。同时，人处在优美悦耳

的音乐中， 身体会分泌一种有利于健

康的活性物质， 这种物质可调节体内

血管的流量和神经传导， 提高应激能

力。 据《生命时报》

多听音乐

有助调脾健胃

有此一说

扫描二维码，关注“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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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有健康问题随时问。

本报讯 7月 24 日， 贵州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

经内科开展夏季病友会。 许多

患者齐聚一堂，分享交流自己

的经验。

科室主任况时祥教授就

如何预防重症肌无力复发给

患者们进行了宣讲。 据介绍，

经过多年临床研究，科室通过

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在重

症肌无力治疗上取得良好疗

效， 现患者群不仅限于本地，

还包括江西、云南、四川、广州

等 20 个省市的病人。 开展此

次病友会，旨在加深患者对疾

病的认识， 给予患者健康指

导。

活动现场，记者见到不少

来自重庆、河南、湖北、湖南的

患者特意前来参加活动。 科室

专家就如何预防重症肌无力

复发、如何解读化验单等专题

进行了宣讲。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科学预防

重症肌无力复发

贵中医大二附院开

展夏季病友会：

●读者可拨打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招募两名患者到现场，报名电话：15885017798

本报讯 针对如何科学防治骨

质疏松的话题，7 月 30 日 （星期

二）14 时至 15 时， 贵州省骨科医

院骨内科（颈肩腰腿痛）大主任兼

任三病区主任、 主任医师宋红，将

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

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宋红主任表示，据世界卫生组

织报告显示，骨质疏松已成为仅次

于心血管疾病的全球性健康危害

疾病，而我国属于骨质疏松症的重

灾区，是世界上拥有骨质疏松症患

者最多的国家。

宋红主任指出，应对骨质疏松

症重在早期预防，但由于一些患者

缺乏相应的健康认知，没有定期前

往医院检测自身的骨密度，以至于

相当一部分患者在出现骨折等病

症后，才得知原来自己早已患上骨

质疏松症，延误了病情。

诱发骨质疏松症的高危因素

都有哪些？ 年轻人就不会患骨质疏

松症吗？为何女性多发骨质疏松？骨

质疏松症患者易发生骨折， 此类患

者该如何运动？在日常生活中，该如

何做好骨质疏松症的防治工作？ 针

对此类问题，届时，读者可拨打热线

电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同时读者还可关注 “贵阳晚

报黔生活”（gywbysh）微信公众号

后，发送欲咨询的问题，本报将把

问题转给专家，并在贵阳晚报“健

康森林” 版面刊登专家的相关解

答内容。

另外，本报将面向社会招募两

名患者， 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交

流，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报名电

话：15885017798。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明日，贵州省骨科医院骨内科（颈肩腰腿痛）专家值守本报“健康热线”

热线预告

骨质疏松 为何偏爱女性

夏季久待空调房，很多人因此

患上“空调病” 。近日，武汉一白领

眼部出现不适， 本以为是眼睛发

炎， 但使用了眼药水也没见好转。

到医院一检查， 才知道是患上了

“眼部空调病” 干眼症。

27 岁的李先生是一位平面设

计师，每天对着电脑、手机的时间

往往超过 10 小时。 最近， 天气炎

热， 李先生几乎日夜都在空调房

里，渐渐地，他总是感觉眼睛干涩、

发痒、胀痛，还有异物感。李先生以

为是眼睛发炎，赶紧买来消炎的眼

药水，但不适症状没有缓解，他只

得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就诊。该院

眼科罗毅副主任医师仔细询问了

患者症状，了解到其日常用眼状况

后，为其进行了泪液分泌试验和泪

膜破裂试验，发现李先生已经患上

干眼症。

“通俗地来说，就是眼球表面

太干涩。 ” 罗毅解释，人的眼球表

面会保持一层泪膜，起到润滑和营

养的作用，如果因各种因素导致泪

液分泌不足或异常，就可能导致眼

睛出现干涩、不舒服的症状。 医生

分析， 眨眼有保持眼球湿润的作

用， 但李先生长时间使用电脑，眨

眼次数会不自觉减少，加上空调房

较为干燥，眼泪加速蒸发，就导致

了干眼症。

“每年夏季都是干眼症高发

的季节。 ” 医生提醒，眼睛出现干

涩、不适、异物感可能有很多病因，

不能盲目靠眼药水缓解。眼睛持续

多日出现不适，就要及时到眼科就

诊。 如果确诊为干眼症，需要注意

科学用眼，使用电脑时，每隔 1 小

时要让眼睛休息 10 分钟， 眼睛与

电脑屏幕保持 50 厘米 -70 厘米的

距离。 长期待在空调房时，可在电

脑旁加放加湿器，同时提醒自己每

隔一段时间做眨眼运动。

据《武汉晚报》

长期待空调房 眼部患“空调病”

一场雨 被淋进了 ICU

医生：不注意这些，感冒真的可能会要人命

日前，63 岁的老李（化名）出门

忘带伞，于是淋雨回了家。 之后出现

感冒、发烧的症状，老李以为是普通

感冒，买了些感冒药吃了。可是，服药

后他的症状不但没减轻，反而越来越

坏：不仅发烧，还开始腹痛。于是老李

又吃了些胃药……

之后，老李因胸闷、头晕、全身乏

力被家人送进了深圳市人民医院，入

院时，病情疑似急性心梗。很快，他被

转入了 ICU。

据老李妻子介绍，老李平时身体

很好的，怎么淋一次雨就会病得这么

重呢？

接诊医生介绍，这都是因为淋雨

导致的“暴发性心肌炎” 。

核心提示

筑城医讯

改善缺铁性贫血

最好别喝浓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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