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中医科刘承医生

指出，坐飞机常遇到的耳痛，在医学上被

称为“气压损伤性中耳炎” ，它是由于在

乘飞机、 潜水作业或者进行高压氧治疗

时，体外气压急剧变化，使中耳内外形成

一定的压力差所致的中耳损伤， 主要症

状有耳闷、 耳痛及听力损害， 偶有眩晕

等。

刘承医生提醒，遇到突发性耳痛，不

妨按按这两个穴位：

合谷穴 用大拇指指腹按压对侧合

谷穴（合谷穴位于手背，第 1、2 掌骨之

间，靠近第 2 掌骨桡侧缘中点），可持续

按压 3分钟， 可有效缓解下颌关节疼痛

和功能障碍。

中渚穴 按压同侧中渚穴 （中渚穴

位于手背，第 4、5掌骨间，第 4 掌指关节

近端凹陷中，是手少阳三焦经穴，主治耳

鸣、耳聋）1～2分钟。 据《健康时报》

热线预告

下周二，贵州省知名关节外科专家、贵州省骨科医院骨外科大主任唐

本森将值守本报“健康热线” ———

本报讯 针对如何科学应对膝

关节骨性关节炎的话题，10 月 22

日（下周二）14时至 15时，贵州省

知名关节外科专家，贵州省骨科医

院骨外科大主任兼任关节科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唐本森，将值守本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与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唐本森主任指出，诱发膝关节

骨性关节炎的原因有很多，同时该

病还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

病的临床表现存在一定的相似点，

正是因此，不少患者常常会被误导

导致病情延误。

同时，一些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患者，即便知道自身患病，却因为

惧怕手术等原因选择保守治疗，结

果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引起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原

因有哪些？该病还会诱发哪些并发

症？针对不同阶段的膝关节骨性关

节炎，目前都有哪些科学有效的治

疗方法和手段？ 在日常生活中，应

该如何尽可能延缓该病发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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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杰）

膝骨关节炎 如何诊疗预防

眼睛长麦粒肿是生活

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 眼科

医生提醒，得了麦粒肿应及时

前往医院眼科就诊，出现脓肿后

切勿自行挤压，以免炎症扩散。 得

了麦粒肿，用眼卫生也大有讲究。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眼科冯庆

阳医师介绍，麦粒肿，俗称针眼，又

名睑腺炎，是眼睑腺体感染出现的

急性化脓性炎症，往往由于机体抵

抗力下降，脏手揉眼，细菌侵入眼

睑导致，可单眼或双眼同时发病。

麦粒肿主要的症状有眼睑皮

肤的红肿、发热、疼痛，皮下可摸到

硬结，相邻的结膜充血、水肿，部分

麦粒肿加重会形成脓肿，进而破溃

流脓，严重者还会出现耳前淋巴结

肿大、全身发热等。

冯庆阳医师提醒，得了麦粒肿

要及时前往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

的指导下按时按量滴眼药水或口

服药物治疗， 不可自行购买眼药

水， 以免用药不当导致病情加重。

除用药外还可以热敷患处，用热毛

巾或煮熟的鸡蛋等进行热敷，每天

3~4次，每次 15~20分钟为宜。

需要注意的是，出现脓肿后应

及时寻求医生帮助， 进行切开引

流，切记不要自行挤压，不能用力

揉患处，以免炎症向眼周、脑部扩

散，造成严重的蜂窝织炎、脑膜炎

等，危及生命。

日常生活中应注意双手卫生

及用眼卫生，接触垃圾、分泌物等

后及时洗手，平常尽量不要画眼线

等， 防止化妆品堵塞眼睑腺体开

口，引起腺体功能障碍。 爱美的女

士如果化了眼妆也应及时卸妆，不

要带妆入睡，配戴隐形眼镜、美瞳

时也应注意卫生，防止污染。 此外

还要注意休息，减少用眼，少看手

机、电脑，不要熬夜，不要过于疲

劳， 清淡饮食， 尽量不吃辛辣、油

腻、刺激的食物，用药治疗后还要

按医嘱及时复查。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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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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麦粒肿 应对有讲究

提醒：不可自行购买眼药水，切勿自行挤压

今日提醒

药膏不是随意一抹就了

事，该如何涂抹才能发挥最大

的作用呢？

涂抹的药膏种类有很多，

如防止皮肤干燥的保湿药膏、

消炎药膏、抗菌药膏，一些治

疗粉刺的药膏还有改善毛孔

堵塞的作用。 这些药膏的说明

书上一般都会注明 “适量涂

抹” ， 但是该如何涂抹却不清

楚。 多数人都会用手指或棉签

转着圈地搽在患处， 其实，这

种做法可能刺激皮肤，让发炎

的部位难以治愈或恶化，对于

牛皮癣等疾病，受到刺激后还

可能出现新的病变。

正确的上药膏方法是，先

根据患处大小把适量药膏挤

在手指肚上，再分散点在皮肤

上，最后用手掌轻轻把药膏按

开， 使其覆盖患处的所有皮

肤。 综合

药膏不可随意涂

健康小站

莜麦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谷类作物，

因其自身的营养价值及保健价值， 备受

人们青睐，特别是糖尿病患者、肥胖人士

以及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

莜麦所含氨基酸种类齐全， 不仅含

人体必需的 8 种氨基酸， 而且含量较为

均衡。莜麦含不饱和脂肪酸，其中的亚油

酸可降低胆固醇在心血管中的蓄积。 莜

麦中还含有其他谷类粮食中缺乏的皂

苷，能有效降低胆固醇，对高血脂、动脉

粥样硬化性冠心病、高血压均有益处。此

外，维生素和磷、铁等物质也比较丰富，

富含对人体皮肤有益的维生素 E， 所以

还具有很好的美容功效。

莜麦中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 这些

纤维进入人体肠胃后能刺激肠道蠕动，

减少有害物质与肠壁的接触时间， 尤其

是果胶吸水浸胀后， 加速粪便从肠腔排

出，可预防便秘、直肠癌等，同时，它还有

促进胆汁排泄、减少胆汁的再吸收、预防

胆结石的功效。

莜面属于低热量食品， 食后易引起

饱腹感，长期食用具有减肥功效，还可催

乳、降低胆固醇，对中老年人常见的心脑

血管疾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并且是促

进儿童生长发育、 延缓老年人衰老的良

好食物。 据《北京晚报》

多吃莜麦

可降胆固醇

坐飞机常耳痛

按这俩穴位

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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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闷胸痛 怎么重视

都不过分

今年 9 月的一天深夜，70 多

岁的张伯（化名）在家睡觉，夜里

突然出现无明显诱因的胸闷、心

悸和头晕。 张伯想着晚上不要打

扰家人， 打算等天亮之后再去医

院，于是自行服药后继续睡觉。 后

来实在撑不住了才叫家人， 结果

到医院后已回天无力， 张伯最终

因心肌梗塞去世。

60多岁的陈伯（化名） 散步

时突然感觉胸痛、头晕，由于陈伯

之前有过“经验” ，知道胸痛不能

拖，马上让朋友帮忙打 120把他送

到广医三院胸痛中心。经心电图提

示他“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医生

立即开启绿色通道进行救治。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心血管内科陈晞明主任指出，同

样是出现胸痛， 张伯由于不愿打

扰家人，“熬到天亮” 再说，耽误

了最佳的救治时间最后导致了死

亡。 陈伯马上请人拨打 120 送到

医院处理， 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

样。 陈晞明主任提醒说，超过 6%

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在出现症

状的 48 小时内会发生室速或室

颤。 所以，对待胸闷、胸痛，怎么重

视都不过分， 哪怕到了医院后发

现是“虚惊一场” ，也好过因不在

意导致悲剧。

遇到胸痛 记住两个

“120”

心梗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未必

知道它有多凶险。陈晞明主任解释

说，心肌梗死就是为心脏供血的血

管被堵塞了， 无法为心脏供血，没

有了供血， 心肌细胞就会开始坏

死，从而心脏也会减少向身体各个

组织器官供血。 因此，心肌梗死死

亡率很高，黄金救治时间是 120分

钟。 120 分钟以内救治的话，心肌

细胞坏死面积会大大减少，而心肌

细胞坏死的面积直接决定了患者

的生存率和以后的生活质量以及

并发症出现的概率。

遇到胸闷、胸痛、心悸等疑似

症状该怎么办？ 陈晞明主任支招：

记住以下几点，特别是牢记“两个

120” ，第一是“有胸痛，要拨打

120” ，第二是争取“黄金 120 分

钟”救治时间。

◆如果有胸闷胸痛症状，马

上拨打 120寻求医务人员帮助；

◆平躺休息，保持空气流通，

放松心情，避免紧张；

◆密切监测血压和心率；

◆舌下含服或嚼服硝酸甘油

片 1 片， 若症状不缓解，10~15 分

钟后再次含服硝酸甘油片；

◆有条件的可以吸吸氧，以

助缓解症状；

◆保持电话畅通， 确保 120

可随时沟通。

另外， 陈晞明主任还提醒患

者及家属， 要摒弃下面两个错误

做法。 错误做法 1：把宝贵的时间

花在打电话咨询亲戚朋友， 不及

时寻找专业的救助； 错误做法 2：

总希望服药后能等来病情自行缓

解，或者抱着“熬一熬” 会有好转

的想法拖着不就医。

总之，出现急性胸痛、疑似心

梗，应马上寻求专业的帮助，同时

想办法自救很重要， 切莫延误抢

救的最佳时机。 据《广州日报》

半夜胸痛 心脏在呼救

提起胸痛，可能因为轻重不一，每个人的处

理方式也不一样。 有的人痛过一阵后以为没事

了便放任不管；有的人很重视，花了不少时间打

电话托人咨询医生。 但多数人都怕去医院，总想

着熬一熬就能挺过去。 你可能不知道，胸痛其实

是心脏给你的“预警” ，想硬撑着“挨一挨” 就

行？ 小心，这可能是在“玩命” 。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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