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奶富含钙、镁等矿物质，会跟很多

药物发生化学反应， 在药品表面形成一

层不溶于水的膜， 阻碍药物在体内的释

放， 因此一般不建议用牛奶送服药物或

服药前后喝牛奶。 但有两类药物比较特

殊，用牛奶送服，不但不影响药效，反而

能增强药效。

活菌药为市面常见的益生菌制剂。活

菌药与普通药物不同，常常需要到达肠道

发挥疗效。 因此，活菌药服用前喝杯牛奶

或直接用牛奶送服， 能在胃部形成一层

“牛奶保护膜” ，阻止胃酸破坏活菌药物。

对胃会产生刺激的药物， 容易引发

胃黏膜损伤， 长期服用可能引起胃溃疡

甚至胃出血。服用这类药前喝杯牛奶，形

成一层胃黏膜保护层， 也可防止药物对

胃的损伤。

最后提醒大家， 服药时的牛奶不宜

超过 40℃。 需要长期服用对胃黏膜有刺

激的药物时， 建议在服药前后 1-2 小时

喝牛奶，这样既不影响药物疗效，又能保

护胃黏膜。

武汉市中心医院药学部药师 姜茜

黑色的尿 比较少见，多

发生在患有酚中毒、尿黑酸病

和恶性疟疾的病人身上。

白色的尿 主要与细菌繁

殖，出现脓尿、白细胞有关。 伴

随排尿异常、发热、腰痛时，就

可能是严重泌尿道感染，比如

膀胱炎、尿道炎或肾结核。

红色的尿 一般我们称为

血尿，结石、泌尿系统疾病都

会导致血尿，常伴有疼痛。 肿

瘤、肾盂、膀胱、输尿管癌这些

疾病也会导致血尿，而这种是

不会伴有疼痛的。 一旦出现无

痛血尿要马上找医生检查。

酱油色的尿 严重烧伤、

贫血、输错血型或肾脏损伤等

患者，可能排出像酱油色的尿

液。 有些人吃蚕豆后，也会排

出酱油色尿液， 并伴有头晕、

恶心或眼睛发黄等症状。

浓茶色的尿 横纹肌溶解

症的临床表现，多伴有急性肾

衰竭及代谢紊乱。

一旦身体长时间出现：尿

频、多尿、少尿；排尿时间变长、

连续性不好；尿液泡沫多或尿液

出现红色、棕色、乳白色、蓝绿

色、紫色、黑色等怪异颜色时，应

及时到医院就诊。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主任医师 罗民

今日提醒

每天放屁数十次，女

子被确诊肠癌

据报道，27 岁的晓敏（化名）

是一名公司白领， 经常吃麻辣烫

等食物， 动物性蛋白质和脂肪的

摄入量很高。 最近， 不管她吃什

么，总是屁特别多，尤其是在电梯

里面，弄得自己非常的尴尬。

最近发现自己除了屁多之

外，还经常腹泻腹痛，但她以为是

自己吃得太辣，导致肠胃不适，就

没有在乎。 父母发现了晓敏的异

常后，马上让她去医院看看。 做了

肠镜及 CT后， 病理结果显示：腺

癌Ⅲ期……

屁和肠癌有什么关系？

人为什么会放屁呢？ 只要肠

子不停蠕动，屁就不会停止。 俗话

说 “屁大点事儿” ， 其实 “屁事

儿”并不小。屁的频率、味道，都与

我们的饮食和疾病息息相关。

近年来， 结直肠癌的发病率

上升、发病年龄提前，这和大家大

鱼大肉吃太多，高脂肪、高蛋白、

低纤维饮食习惯有一定关系。

我们都知道， 胺有刺激性气

味， 所以， 当一段时间内饮食油

腻， 屁出现这种味道时， 要警惕

了。 那就是腥臭味，可能暗示着肠

癌、消化道出血。

此外，肠道有恶性肿瘤时，因

为癌组织糜烂、剥落、出血，再加

上细菌的分解发酵作用， 放出的

屁也会带有腥臭味。 如果屁突然

出现了特别的臭味，而且持续 2-4

周，就需要高度警惕，可能预示着

肠癌、肠道糜烂、肠坏死等，最好

赶紧去医院检查大便。

还有这些 “屁事” ，

你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有的屁很响？

响屁一般是在人无意识中吞

咽空气，空气进入体内形成的，倒

是没什么味，可惜常常量比较大，

容易“嘣”地一声，震惊四座。

每天放几个屁算正常？

正常来讲， 一天中有声的屁

平均约 2-4 个， 但无声的屁却有

10 几个以上。 放屁过多或者长时

间不放屁的都要注意了。

放屁不正常可能有三个原

因—————消化不良、胃炎、消化性

溃疡等疾病引起，这些必须就医解

决。

◆你憋住的屁最后去哪了？

有些时候，为了避免尴尬，大

家都不得不紧紧地憋住屁。 这些

屁都去哪了？

暂时性憋屁：

基本都是原路返

回，回到大肠内，

等待下一次 “释

放” 。

长时间憋屁：

大量气体堆积在大肠内， 往下通

不了， 身体就会找另外一条路，

屁中的部分成分会透过肠道黏

膜重新被血液“吸收” ，然后经

过一系列循环，来到肺部，最终从

口鼻呼出去。

◆憋屁会影响健康吗？

对绝大多数健康人而言，屁

憋就憋着了，没有关系，稍后到私

密 的 安

全环境里尽

情释放掉就行。

憋屁虽然很少直接导致严重

的伤害，但是若经常憋屁，还是容

易导致一些不适， 最常见的有腹

部胀气的感觉、便秘等，所以为了

健康，能不憋还是不要憋。

据“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放屁，是一种自然的

生理现象，但是，如果过

度频繁放屁， 不仅尴尬，

也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

最近，媒体报道了这

样一个案例：27 岁女孩

有放屁频繁、腹泻腹痛的

症状， 做了肠镜及 CT

后，病理结果显示：腺癌

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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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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屁频繁，27岁女子确诊为肠癌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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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味”的屁 一定要警惕

核心提示

70 岁的老阿姨一向身体不

错，不料一次感冒咳嗽之后，竟然

胸背疼痛难忍， 最后竟被诊断为

胸椎骨折。

南方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

黄刚主任提醒， 骨质疏松症作为

中老年人最为常见的代谢性骨

病， 其引起的胸腰椎压缩性骨折

的发病率逐渐增加， 且女性发病

率显著高于男性。

感冒咳到胸痛

原来竟是骨折

今年 72 岁的曹阿姨，平时走

街串巷、买菜做饭都不成问题，生

活可以完全自理。 然而，今年换季

时， 不慎感冒的曹阿姨在一阵咳

嗽后突然感觉到胸背部疼痛难

忍，甚至转个身都会疼痛加剧，在

卫生院治疗两天后不见效， 在家

人陪同下来到了南方中西医结合

医院骨伤科找到黄刚主任。

经过仔细问诊和查体后，初

步诊断曹阿姨是椎体压缩骨折

了，在完善胸腰椎的 X 线检查后，

也证实了推断。

老年女性“骨脆”

打喷嚏都能致骨折

黄刚主任介绍， 很多老人由

于轻微外伤就可能出现胸腰背部

剧烈的疼痛，甚至转个身、咳嗽一

下都会导致难忍的剧痛， 这常常

是椎体压缩骨折了， 临床上十分

常见。

黄刚主任指出， 压缩骨折一

般疼痛比较剧烈， 有负重体位如

坐立， 站立位和翻身时疼痛剧烈

加重，静止卧床可减轻，并可能连

带下肢疼痛。 如果椎体骨折严重，

骨块可能会突入椎管压迫脊髓，

导致肌肉瘫痪或感觉异常。

预防骨质疏松

可以这样做

据介绍， 骨质疏松的预防原

则为：营养、阳光、运动。建议日常

多食入含钙、磷、维生素及蛋白质

丰富的食品，如牛奶、一定量的钙

剂、维生素 D；多到户外晒太阳，

或多散步、打太极拳等；还要注意

日常活动安全， 特别是卧床起身

要慢，尽量避免搭乘颠簸的汽车、

搬抬重物或长时间弯腰做家务。

此外，一旦确诊有骨质疏松，

出现胸腰背部疼痛症状加重，应

尽早到专科医院骨科就诊治疗，

以免错过最佳治疗干预时机。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

院骨伤科主任 黄刚教授

老人咳嗽胸背痛 小心胸椎骨折

订阅热线：85834880��85821740

小河区域：83906466�������三桥区域：86860184�����观山湖区（碧海）：84715554�����大营路区域：86860184

小十字区域：85820039���贵惠路区域：85980238���观山湖区（金华园）：82239839����乌当区域：86410008����

广告热线：0851-85860467��85842830

有此一说

几种尿液颜色

提示健康问题

医生手记

来自挪威卑尔根大学全球公共健康

与基础护理学院的特恩教授团队针对肥

胖程度、 肥胖开始时间及肥胖持续时间

与患癌风险的关联性进行了一项新的研

究，确认中青年时（40 岁之前）超重或

肥胖，会显著增大患癌风险。

研究人员对参试者进行身高和体重

监控，并结合国家癌症患者登记信息进行

分析。结果发现，体重指数越早突破 30的

肥胖者，患癌风险越高。具体来说，40岁之

前超重（体重指数大于 25）或肥胖（体重

指数大于 30）的参试者中，女性患上子宫

内膜癌的风险增加 70%；男性患上肾细胞

癌的风险增加 58%，患结肠癌的风险增加

29%。此外，这些参试者患上与肥胖有关的

其他癌症的风险也增加了 15%。

研究人员指出， 肥胖是一项全球性

问题，这项新研究为预防体重增加、降低

癌症风险的策略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方

向。 据《生命时报》

40岁前超重

易患癌

两类药物

和牛奶是好搭档

健康小站

秋冬时节， 由于早晚气温变

化大，又常有冷空气侵袭，是心脑

血管病的高发季节。 这是因为秋

冬时节气温偏低， 人体在寒冷环

境中，全身的毛细血管会收缩，使

心、脑负荷加重，从而引起血压升

高、脑部缺血缺氧及形成血栓。 秋

冬时节，人体消耗水分大，造成体

内缺水，缺水后，血液黏稠，血流

减慢， 会因血容量不足造成缺血

性脑中风。

老年人在气候多变的秋冬季

节一定要提高警惕。 神经内科专

家提醒，很多老人都有起夜习惯，

在此一定要注意，不要起床太猛，

以防血压波动太大导致晕厥，或

夜间视线模糊而摔倒。 切记起床

要缓慢， 先开灯， 坐上片刻再下

地。 还有，用力排便会增加腹部压

力，从而导致心脑血管病发生，所

以排便勿用劲， 排不出来不要勉

强， 可在医生指导下适当服用通

便药物。

另外， 老年人常有不同程度

的动脉硬化， 脂类、 糖类代谢紊

乱，血液黏滞度增加，红细胞变形

能力低等，易使血栓形成，故要定

期复查监测血液指标， 根据情况

及时调整，预防疾病的发生。

据《西安晚报》

秋冬季节 当心脑血管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