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病了要吃

药，不就是倒一杯

水把药吞下去这

么简单吗？其实

还真有不少讲

究。 广州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主任药

师王姿媛提醒，

服药前一定要

好好看说明

书， 弄清楚用

量和用法。而提

到用法，并不是所

有的药都是吃完饭再

吃的，还有一部分需要“餐前” 服

用，也有一些要“空腹”服用。

不少人会纳闷：这“餐前” 不

就是还没吃饭、肚子空空，跟“空

腹”不是同一个意思吗？当然是有

区别的，不妨来了解一下吧。

1.餐前服用：一般指的是吃

饭（或者零食、水果等）前 15~30

分钟服药。

需要餐前服用的药物， 有胃

黏膜保护类的比如枸橼酸铋钾、

复方氢氧化铝、复方谷氨酰胺；促

胃动力药如多潘立酮、 甲氧氯普

胺； 降糖药如格列齐特、 格列吡

嗪、瑞格列奈。 此外，大部分肠溶

制剂、多肽类、蛋白酶类药物也需

餐前服用。

2.空腹服用：一般指的是餐前

1小时，餐后 2小时，或清晨空腹。

需要空腹服用的药物， 比如

甲状腺激素药左甲状腺素钠；泻

药硫酸镁；抗病毒药物恩替卡韦、

伐昔洛韦；抗菌药罗红霉素、头孢

克洛、利福平；抗骨质疏松药阿仑

膦酸钠。

专家提醒， 服药前最好先仔

细阅读说明书，按照说明书“用法

用量” 或“注意事项” 栏的要求来

服用，以达到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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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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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吃得多 会增加懒

惰行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

究显示， 油吃得多会增加人们久

坐等一系列懒惰行为， 导致糖尿

病，对女性影响更大。 研究人员表

示，即使人们开始改变生活习惯，

尝试运动，但油脂摄入得多，仍然

对健康没有好处。

吃油太多除了会使人变懒，

还会引发多种健康隐患：

肥胖：如果每人每天多吃进 1

茶匙（15 克）油，一个月后体重就

会增加 700-800 克， 一年就会增

重近 10公斤。

增加心脏负担： 过多的脂肪

堆积在动脉周围， 会导致血管功

能变差，管壁增厚，血流减少，增

加血栓风险。 多余的脂肪组织需

要消耗更多的氧气， 心脏要更努

力地泵血，输送氧气，长此以往会

增加心脏负荷。

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内脏中的

多余脂肪可进入血液， 引发高血

脂、高血压、高血糖、动脉粥样硬

化、冠心病等，增加中风、心梗等急

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

引发相应器官疾病： 可能引

起脂肪肝， 如不及时治疗可引起

肝硬化、肝癌；可造成胰岛细胞脂

化、功能不全，引发糖尿病；可能

导致肾衰竭；可导致血氧量不足，

致使全身乏力，影响免疫功能。

4招为身体“控油”

油腻的饮食会增加胃肠负

担， 甚至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等一

系列风险。 以下 4 招能为肠胃和

内脏合理“控油” 。

1、用粗粮取代部分精米精面

米饭、面包等主食吃太多，会

导致大量糖分被摄入体内， 进而

经过代谢转化成脂肪， 容易囤积

在腹腔。 可以适度吃些粗粮，比如

燕麦、玉米可降低胆固醇、甘油三

酯。

2、多摄入纤维素

膳食纤维素能让排泄顺畅，

促进脂肪排出。 可以适度多吃绿

叶蔬菜、菜花、南瓜、白菜、松蘑、

香菇、木耳、樱桃、大枣等食物。

3、增加运动量

每天运动至少半小时， 以有

氧运动为主，如跑步、游泳、骑车

等。 球类运动在消耗能量的同时

还能促使肾上腺素分泌， 有助脂

肪分解。

4、少点高油菜肴

餐馆菜肴一般都是高油高

盐，减少在外就餐频率，利于控制

油脂摄入。 即使下馆子，记得少点

地三鲜、干锅土豆、干煸豆角等高

油菜肴。

科学吃油记住 3 点

吃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

要学习选择、用量、烹饪等方面的

知识，才能发挥油的价值，把不利

影响降到最低。

◆每日油摄入量：25-30克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

烹调油每日推荐摄入量为 25-30

克，但调查发现，我国八成家庭每

天摄入食用油量超标。 为减少用

油， 建议将全家每天应吃的油量

倒入一个碗中， 三餐用油只从里

面取，培养少用油的习惯。

推荐多用蒸、煮、炖、水滑、

熘、拌、汆等少油的烹饪方式，同

时少吃油炸食品， 炸面包、 煎鸡

蛋、 裹面糊的炸虾等都是典型的

吸油食物。

◆油温：150℃-180℃

不少家庭习惯等到油锅冒烟

时再放菜 ， 此时油温已超过

200℃， 可能产生丙烯酸、 苯、甲

醛、巴豆醛等有毒物质。

烹调时，油温应控制在 150℃

-180℃，锅中放油的同时，可以把

一根筷子插入油中， 或放一小条

葱丝，当筷子、葱丝四周冒出较多

小气泡时，就可以下菜了。

◆选油：多换花样

建议大家不要长期吃一种

油， 最好经常换着吃不同类型的

油。 据“生命时报微信”

油吃多了 人会变懒

不论是炒菜还是

炖汤， 我们都离不开

油。 可以说没有它，食

物就没有了灵魂。油多

油少取决于一个人的

饮食习惯。但可以肯定

的是，油吃得太多会增

加肥胖、心脏病等一系

列风险。

许多人都患过口腔溃疡，但

如果溃疡经久不愈， 那就要警惕

了， 有可能是风湿免疫病惹的

祸。

年轻的王女士刚刚 30 出头，

却饱受“口腔溃疡” 折磨三年之

久。 平常工作很忙、压力较大，口

腔总是出问题，本以为是上火导

致， 严重时大面积口腔溃烂，疼

痛难忍，但是没有发热、腹痛等

症状，王女士本以为自己患口腔

溃疡，三年来也到过很多医院口

腔科就诊，使用不少外用药，效果

均不佳。

近期王女士的 “口腔溃疡”

又犯了，持续几天发热达 39 摄氏

度。 于是赶紧来到南京明基医院

就诊， 机缘巧合挂了风湿免疫科

的号， 接诊的风湿免疫科洪铁艳

副主任医师检查时发现， 王女士

的颊粘膜、舌缘、扁桃体均可见溃

疡，最大溃疡直径约 1cm。 询问病

史，王女士同时有外阴溃疡。 洪铁

艳副主任医师根据王女士的种种

症状，诊断为白塞病。

风湿免疫科洪铁艳副主任医

师介绍， 白塞病是一种自身免疫

病，是血管炎的一种。 这种病有一

个典型的症状， 就是复发性口腔

溃疡、生殖器溃疡、眼炎及皮肤损

害，再严重一点可累及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关节、肺、肾等。 患者常

常误以为是口腔溃疡不当一回

事， 但是病情一旦严重时就可能

威胁到健康， 一部分病人就是因

为肠白塞， 导致肠穿孔才诊断确

诊的。

洪铁艳副主任医师再次提醒

广大病友， 口腔溃疡还可以到风

湿免疫科就诊。 可以说白塞病的

表现千变万化。 但是治疗却比较

简单，一旦诊断明确，一般口服药

可长期控制病情， 严重的病例则

需要用生物制剂。

据《扬子晚报》

反复口腔溃疡 查查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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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餐前空腹有区别

疾病解析

板栗属于坚果类， 但它

不像核桃、榛子、杏仁等坚果

那样富含油脂， 它的淀粉含

量很高。 但某些方面板栗的

营养价值高于粮食， 如维生

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的含量。 板栗所含的矿物质

也很丰富，如钾、镁、铁、锌、

锰等，尤其是钾元素的含量。

板栗的营养价值虽然很

高，但也需要食用得当。 一次

不能吃太多， 吃多了容易肚

子胀，每天只需吃六七粒，不

要在饭后大量吃。

据《大河健康报》

每天六七粒

板栗别多吃

近日，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和凯斯综

合癌症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肥胖相关

癌症的发病年龄， 正在向 64 岁以下人

群移动。 此前，美国一项针对 25-84 人

群的肿瘤发病数据也显示， 在年轻人

（25-49 岁）中，6 种与肥胖相关的癌症

发病率显著增加。

据统计，2002 年到 2015 年， 我国

18岁及以上成人超重率从 22.8%上升到

30.1%，肥胖率从 7.1%上升到 11.9%。 世

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中国人的平均体

重与 20 年前相比增加了 40%， 而中国

的癌症发病率则升高了 9 倍。 专家认

为，肥胖是导致中国癌症发病率增高的

主要原因之一。

如今年轻人肥胖比例越来越高，与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其导致肥胖的

原因也是导致肿瘤的原因，比如生活不

规律、吃垃圾食品、热量摄入过多、熬夜

多、压力大等。 专家认为，肥胖与肿瘤关

系密切， 要预防与肥胖相关癌症的发

生， 关键是要注意合理的饮食结构、选

择健康生活方式。 年轻人要起居有节，

不要熬夜和暴饮暴食，多吃蔬果，蔬菜

以绿叶青菜、十字花科、低糖瓜类为主，

最好少吃或不吃高油脂食物和甜食。

天津市肿瘤医院疼痛营养科主任 王昆

年轻人

警惕因胖得癌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会有异

样的打鼾声，不但影响自己和家人的睡

眠，还有窒息等风险。 近期，美国《读者

文摘》 杂志总结了抑制打鼾的几种方

法。

1、吹气球 深呼吸吹气球能帮助气

流顺畅地通过鼻子，可一定程度上纠正

用嘴呼吸的习惯。 尽量不要把气球从嘴

里拿出来，每天重复练习 5 次，以增加

气流量。

2、睡前喝勺蜂蜜 蜂蜜具有抗炎作

用，可以减轻咽喉周围的肿胀，还能润

滑喉咙，有助减少打鼾。

3、减重 发表在《美国呼吸与重症

监护医学杂志》 上的一项研究成果显

示，睡眠呼吸暂停与超重有关。减轻 10%

的体重，就能显著改善。

4、闻薰衣草精油 薰衣草是一种天

然的镇静剂， 能起到放松和助眠的作

用。 可以在毛巾上滴几滴薰衣草精油，

睡觉时放在枕头底下。

5、抬高床头 睡觉时抬高头部能显

著减轻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 睡在特殊

颈枕上或床头抬高的患者，每晚呼吸暂

停的次数减少，血氧饱和度也能有所改

善。 据《生命时报》

老打鼾

练练吹气球

不妨一试

服

有此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