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温一天天“跳水”，但有些
人并不重视“保暖”这件事，认为

“春捂秋冻，不生杂病”是不变的
养生金句，越冻越健康。其实，
盲目忽视身体保暖不但不能养
生，还给疾病趁虚而入的机会。
老人、儿童以及一些特定人群，
并不适宜“秋冻”。

感冒、鼻炎患者明显增多

每天早起都要连续打上好
几个喷嚏，还经常觉得鼻子痒、
眼睛痒，时不时就会流眼泪。近
日，经医生诊断，李女士患上了
过敏性鼻炎。医生说，这段时间
是过敏性鼻炎患者的难捱季，前
来就诊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很多，
大多有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
等症状。

最近感冒发热的患者也明
显增多。其中儿童、老年人尤其
多。有些是胃肠型的感冒，由于
伤了脾胃，出现了拉肚子、恶心、
呕吐等症状。而风寒型感冒大
多发生在体质比较虚弱的老人、
小孩身上，主要是受风着凉导致
身体受到细菌的攻击。

能不能“秋冻”得看体质

有句老话叫春捂秋冻。说
秋季天气变寒，突然穿很厚的衣
服，反而不容易顺应季节变化，
导致身体不适，所以要冻一冻，
稍微穿少一点。

有很多人遵循这个养生原
则。但医生建议，霜降后，随着
气温下降，就不适合“冻”了。心
脑血管、高血压等病人要特别注
意防寒保暖，多饮水。

“秋冻”是为了提高人们对
逐渐变冷环境的耐受力，使人体
慢慢适应逐步下跌的气温，为即
将到来的寒冬腊月做好准备。
一般情况下，在 15~20 摄氏度，
人们可适当“秋冻”，以增强体
质。但低于 15 摄氏度时，市民
适时增减衣物，不宜“秋冻”，尤
其注意头、手、足等部位的保暖。

“秋冻”虽有科学依据，但并
非针对所有人，一些特定人群最
好不要秋冻。比如心脑血管疾
病患者：这些人身体受寒，会导
致血液循环变差，血压升高、脑
负荷加重。还有关节病患者，这
些人平时关节都会发生不适，秋
冻不当，更会加重症状。

呼吸道和消化道病患者也
要注意，不适当秋冻容易导致冷
空气入侵体内，刺激旧病复发。
尤其是患有慢性胃炎、慢性肠
炎、消化性溃疡等胃肠病的老
人，更应注意腰腹部的保暖，一
旦有疾病复发的征兆，应及时服
药治疗。

糖尿病患者秋季温差变化
大，“秋冻”很容易感冒，同时糖
尿病患者局部供血较差，易引起
组织坏死和糖尿病足等并发症，
加上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常
常伴发，冷空气刺激更易诱发心
脑血管疾病。

对于有慢性肺病的患者，更
不可“秋冻”。这类病人，体质虚
弱，寒邪易乘虚而入，造成气管、
支气管等痉挛，从而诱发气管
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

（思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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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大跳水
“秋冻”须谨慎

硬骨头健康指南
骨质疏松症社区综合防控示范区 咨询电话：86599011

【危害】

目前骨质疏松症已被世界
卫生组织列为仅次于心血管疾
病的第二大危害人类健康的疾
病。骨质疏松发生率高，致残率
高。哪些人易患骨质疏松症呢？

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
质疏松科医生王金娣介绍，以下
人群易患骨质疏松症：

绝经后女性，特别是过早绝
经者（<45岁），由于雌激素的消
退，骨质快速丢失，容易患上骨
质疏松；老年人，长期钙质不足
的人，缺乏运动的人，不常晒太
阳的人，嗜烟酗酒的人，过多饮
用咖啡、浓茶和碳酸饮料的人，
过度节食减肥的人，有骨质疏松
家族史的人，长期卧床者，长期
服用糖皮质激素、利尿剂等药物
的人，患有甲状旁腺机能亢进、
糖尿病、甲亢、风湿免疫系统疾

病、肾病及性激素水平低下等
人，均易患骨质疏松。

【后续】

您是否想免费参与骨密度
检测？骨质疏松症的危害是什
么？想知道您的骨质疏松风险
有多大吗？如何早期发现骨质
疏松症……敬请关注近期 10月
20日“世界骨质疏松日”专版。

【福利】

我市骨质疏松症社区综合
防控示范区项目，在练湖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开展，骨质疏松门诊
咨询电话：86599011。

编辑姓名、性别、出生年月，
短 信 发 送 到 记 者 手 机 号
13052936510，本周前 10 名市民
（限 50 周岁以上），将有机会免
费进行骨密度检测，价值 300
元/人。

【前言】9月26日、10月10日，健康周刊刊登了《丹阳人骨头
是否都够硬朗？》等文。许多市民关注自己的骨头，并发短信报
名免费参与骨密度检测。为便于市民更多了解骨质疏松，本报
联合练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特开辟《硬骨头健康指南》栏目，敬
请关注。

哪些人易患骨质疏松症？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吃
膏方的季节将近，膏方“集百
草之精粹、养生命之灵机”，
比起平时熟悉的炖靓汤、喝
补品，吃膏方不仅能补身体，
更能“删多余、补不足”，调整

体质达到平和状态。为了满足大
家的需求，丹阳市人民医院中医
科冬令膏方门诊和熬膏业务启动
啦！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春
提醒各位，膏方也有明确的适用
范围、应用禁忌以及注意事项。

膏方的适宜人群：1.慢性疾
病：各科、各个系统常见疾病，如
内科的冠心病、高血压、支气管哮
喘、慢性胃炎等，妇科的痛经、产
后体虚等，各种肿瘤术后放化疗
后处于恢复期者。通过膏方的应
用，能控制疾病的发作，减轻相关
症状，起到很好的调治作用。2.
手术后恢复期患者：手术后患者

体弱多虚，需要调理，恢复体力，
使用膏方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可
根据每个人手术后的虚损性质及
程度，结合术后的其他改变，予以
正确合理的膏方，可收到良好的
疗效。3.亚健康人群：意欲提高
机体免疫功能，延年益寿者，结合
患者的基本身体特征、针对性地
应用膏方进行调治，会起到较好
的疗效，可使其精力充沛，体力改
善。4.体质偏颇人群：目前的人
体体质分为平和质、气郁质、痰湿
质、湿热质、特禀质、气虚质、瘀血
质、阴虚质、阳虚质。平和质一般
不需调理。痰湿质、湿热质可以
调治，但须先用化湿祛痰，或清热
化湿等药物治疗一段时间后，再
予以调治。其他的体质均可以根
据各自的症情进行膏方调治。

哪些人群不适宜服膏方：膏
方适宜面较广，但不是所有的人

都可以服用。以下人群不适宜使
用膏方。1.各类疾病的发作期；2.
孕妇；3.婴幼儿；4.肝炎、结核等传
染病的活动期。

膏滋服用方法：1.冲服。大多
数人喜欢冲服，取一汤匙膏方，用
90℃左右白开水冲入，搅拌使之溶
化和匀后服下；如膏滋粘稠难取，
可以隔水蒸化或微波炉小火转后
取用。2.调服。可在膏滋中加黄
酒或水，用碗、杯隔水炖热，调好和
匀后服下。3.噙化。也称“含化”，
将药滋含在口中，慢慢下咽，让药
慢慢在口中溶化，发挥药效，如治
疗慢性咽炎所用的青果膏等。

膏方门诊时间：周一至周日
全天；门诊地点：门诊四楼中医
科；联系电话：86523683（中医科）
86553161（中药房）。中药膏滋熬
制大约需要 4～5天时间，熬制好
之后工作人员会电话或短信通知
您。您只需要按照电话或短信通
知的时间，携带购药发票到中药
房领取膏滋就OK了。（孙红娟）

【医患问答】

10 月，丹阳市人民医院将邀
请以下医院的专家来院坐诊、会
诊或手术，电话咨询、预约服务
热线：87120120、网站预约（www.
dys120.com)、微信平台预约。

10 月 21 日：上海中山医院
（心脏超声）,鼓楼医院（呼吸科）,

省人医（产科）。10月27日（下
午）：鼓楼医院（血管外科）。10
月28日：省人医（心脏超声、神经
内科）,鼓楼医院（消化内科）,省
肿瘤医院（乳房外科），军总医院
（CT、磁共振）,中大医院（乳房钼
靶）。 （孙红娟）

市人民医院10月份外院专家门诊时间膏方门诊和熬膏业务启动

解小便小腹疼痛如针扎

断崖式降温不仅带来
了体感的不适，对身体状况
也是极大考验。记者从市
人民医院了解到，剧烈的天

气变化使得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明
显增多，该院急诊中心近日就接
诊了多例脑梗患者！今年 53 岁
的丹北镇张某就是其中之一。他
在家突觉右侧肢体麻木，走路不
稳，以为休息一会能缓解，谁知到
了夜里情况更严重，家人连夜将
其送到丹阳市人民医院急诊。经
查体被诊断为“脑梗塞”。医护人
员及时采取治疗措施，阻止了病
情的进一步恶化。

丹阳市人民医院大内科副主
任、神经内科主任潘生英副主任
医师解释说，“寒露过后，气温低
且空气干燥，人体新陈代谢缓慢，
使血液黏稠度增加，患有脑血管

病者身体受冷空气刺激，血管骤
然收缩、血压升高，血压波动，既
可以引起脑出血，也可以引起脑
梗死。除气温变化外，情绪不佳、
饮食不规律、过度劳累、排便不畅
都是诱发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
素。”潘生英主任表示，脑血管病
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
率、高治疗费、高复发率的“五高”
特点，对于脑梗患者而言，最好在
3小时“黄金时间窗”内进行静脉
溶栓治疗，溶栓距发病时间越短，
效果就越好。市民一旦出现突然
手脚麻木、乏力、头晕、言语不流
利、反应迟钝等情况，当心脑血管
疾病发作，建议及早就医。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广泛与国内著名大医院横向
联合，开展了高难度的诊治方法
及手术，其中在缺血性脑血管病

的急诊溶栓治疗、颅外段狭窄血
管的支架植入血管成形术等接近
国内先进水平。常规开展项目：
1.脑血管疾病的常规规范化治
疗。适应症：脑梗死、脑栓塞、脑
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静脉窦血
栓等；2.动静脉溶栓治疗术。适
应症：急性缺血性卒中；3.脑血管
造影及支架治疗术。适应症：脑
梗死、脑供血不足、短暂性脑缺血
发作等；4.头颈部血管 MRA 或
CTA。适应症：眩晕症、卒中等。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周五。省人
民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每月最后一
周六上午。联系电话：86553021。

心脑血管疾病发作要及早就医

蒋先生：今年57岁，最近一周
出现解小便不舒服的情况，小腹疼
痛如针扎，有尿急尿痛的感觉，请
问这种情况该如何进行治疗？

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卜强
主任医师：可以先到医院做个尿
常规彩超，明确是感染还是合并
其他泌尿系统情况。如果是感
染的话，以感染的方案进行治
疗，若是合并泌尿系统情况，请
至泌尿外科专科就诊。

链接：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是镇江市重点专科，在丹阳市及
周边地区享有较高声誉。近年
来，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新项目，

化费巨大财力引进国内外先进
的仪器设备。该科除常规开展
治疗前列腺疾病、泌尿系统结
石、肾和肾上腺、及膀胱肿瘤等
微创手术外，熟练掌握泌尿系
统、男性生殖系统疾病的诊治，
擅长应用电切镜、经皮肾镜等腔
内技术在微创下诊治泌尿外科
疾病。大部分已达到了三级甲
等医院水平。经尿道前列腺及
膀胱肿瘤电切术、泌尿系统结石
汽压弹道或钬激光碎石术是我
院泌尿外科开展的重点特色项
目。泌尿外科、男性科咨询电
话：86553017。专家门诊时间：
周一~周六。（孙红娟）

肺癌术后感觉胸中有股气
王女士：73岁，今年3月份行

肺癌手术，现在总感觉胸中有股
气到处窜（腰部以上），睡下时稍
微好点，并且有疼痛感。请问现
在该怎样进行下一步治疗？

丹阳市人民医院肿瘤科主
任倪国华主任医师：一般手术后
会有局部胸膜增厚或少量胸水
的情况出现。如果是肺叶切除，
则呼吸功能会比以前差。这些
都会导致你有不适的现象产
生。建议你可以到医院做骨扫
描和胸部 CT，看一下具体的情
况。同时，一定要术后复查。也
可以到肿瘤科咨询后续的治疗，
看是否需要化疗或免疫治疗。

链接：市人民医院在县级市
中率先成立了肿瘤专科，收治病
人数逐年增加，治疗手段、治疗方
法不断拓宽，采用国内领先水平
的抗肿瘤新药十余种，开展新技
术、新疗法十余项，多次获得科技
进步奖。服务项目：1、肿瘤的综
合治疗，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内
分泌治疗、免疫治疗；2、多途径化
疗；3、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4、临
床教学和科研相结合；5、与省级
相关医院横向联合，邀请上级专
家、教授定期会诊、指导。

专家专科门诊时间：周一~周
六 。 咨 询 电 话 ：
0511--86553016。（孙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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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

14健康·医药2017年10月17日 星期二
编辑：赵永东 组版：盛艳 校对：禾乃

脂肪肝发生的原因有很多，
肥胖，营养过剩，饮酒过量，糖尿
病等都是诱发脂肪肝的因素。脂
肪肝的治疗，主要还是依靠运动
和饮食。脂肪肝患者平时要注意
饮食，尤其要注意睡前不要喝牛
奶。

脂肪肝晚上睡前别喝牛奶

牛奶中含有的天然助睡眠成
分乳白蛋白，能促进色氨酸和松
果体素的合成，从而调节大脑神
经，改善自然睡眠。但是脂肪肝
患者睡前不宜喝牛奶。

一般牛奶含有3%的脂肪肝，
脱脂牛奶也并不是完全不含有脂
肪肝。如果喝了牛奶之后马上睡

觉，容易导致热量过剩。最后转
化为脂肪。高血脂、高血糖的人
要注意，奶制品不要过量的摄入。

脂肪肝患者平时如果要喝牛
奶，尽量选择低脂或脱脂牛奶。
因为脂肪要用胆汁来辅助消化，
而脂肪肝患者胆汁分泌会有异
常。脂肪肝患者晚饭吃七分饱就
好，饭后做运动，适当消耗脂肪，
这样对于脂肪肝的恢复有好处。

脂肪肝饮食注意三件事

很多脂肪肝都是吃出来的，
饮食上注意的话，可以治疗脂肪
肝。平时预防脂肪肝要注意三件
事：

1.吃的越杂越好

饮食应粗细搭配，多食用新
鲜蔬菜、水果和藻类，保证有足够
的膳食纤维，每日达到 30g 左
右。增加维生素、矿物质的供给
可补充肝病时的缺乏，又有利于
代谢废物的排除，对调节血脂、血
糖水平也有良好的作用。

2.绝对禁酒
酒精被摄入后，90%以上都

是由肝脏代谢的。酒精在肝脏内
先代谢为乙醛，最后代谢为乙
酸。乙醛会对肝脏产生很大的损
害，脂肪肝患者的肝脏已经受损，
如再饮酒，就会加速脂肪肝向肝
硬化和肝癌发展的进程。

3.不能吃太饱
还要注意合理分配三餐。不

吃早餐绝对是个坏习惯，它会使

机体对热量更加渴求，于是把热
量储备起来以备急用，时间长了，
就会引起热量代谢紊乱，加重脂
肪肝。三餐应遵循早吃好、午吃
饱、晚吃少的原则，尤其要注意，

由于到了晚上机体不需要动用能
量，因此不仅正餐要少吃，还要坚
决取消吃夜宵的习惯，晚上12点
以后禁止吃东西。

脂肪肝晚上别吃这东西脂肪肝晚上别吃这东西

润喉片具有清热解毒、消炎
杀菌、润喉止痛的作用，常用来治
疗咽喉炎、口腔溃疡、扁桃体炎、
声音嘶哑等。但不少人咽喉稍有
不适，就自行含服润喉片，这种做
法是不妥当的。

1.诱发溃疡。西药成分的润
喉片，其主要成分是碘或季铵盐
类表面活性剂，比如西地碘含片
（华素片）等。这类药物含有碘分

子，虽然活性大、杀菌力强，但对
口腔黏膜的刺激性也很大，长期
使用会抑制口腔及咽喉内部正常
菌群的生长，扰乱口腔内环境，造
成局部菌群失调，从而诱发口腔
溃疡等疾病发生。薄荷含片具有
收缩口腔黏膜血管、减轻炎症水
肿和疼痛的作用。但经常含服会
使黏膜因血管收缩而干燥破损，
进而出现溃疡。

2.加重炎症。中药类润喉片
以中药成分为主，主要是通过刺
激黏膜来达到“生津止渴”的效
果。这些不适于治疗病毒性咽喉
炎，因为病毒本身会刺激局部黏
膜分泌，同服润喉片会加重病情。

3.过敏反应。对碘过敏的人
如果服用含碘的润喉片，会发生
过敏反应，表现为呼吸急促、面色
苍白、口唇青紫、全身湿冷等。

4.诱发腹泻。含冰片成分的
中药润喉片，如西瓜霜润喉片、复
方草珊瑚含片、金嗓子喉宝、健民
咽喉片等，具有清音利咽，消肿止
痛的功效。脾胃虚寒者如果长期
服用，容易引起腹泻。

5.特殊人群慎服。含西瓜霜、
冰片等成分的润喉片，不适合孕
妇、有流产史及孕早期者使用。
另外，哺乳期妇女慎用含碘润喉
片，因为碘可经乳汁影响幼儿的
生长发育。甲状腺疾病患者也要
慎用含碘的润喉片。

所以，在含服润喉片前应详
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了解其适应
证、注意事项及禁忌证，切不可擅
自服用。 （玉艳）

华素片常吃易溃疡 西瓜霜含多会腹泻

润喉片不能随便吃

天气逐渐转凉，很多人都会
手脚冰凉，即使喝热水、多穿衣
服，也依然暖不起来。这在女
性、老人和体弱者中更为常见。
人们大多认为手脚冰凉是“寒”
造成的，于是选择吃牛羊肉、辣
椒、生姜、桂圆等辛热之品来温
补。有些人吃完会感到身体热
乎乎的，手脚也不那么凉了，有
些人却可能适得其反。

中医认为，手脚冰凉属“肢
厥”范畴。《伤寒论》云：“凡厥者，
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由此
可见，肢厥是由于阴阳之气失去
平衡、不能相互贯通，导致阳气
不能正常布达温煦所致。而肢
厥也有寒热之分，不是所有的手
脚冰凉都是阳虚惹的祸，我们要

辨证施治，不可盲目温补。
寒证造成的手脚冰凉是因

为人体内寒气过剩、阳气衰微，
寒气凝滞于经脉，致使气血运行
受阻，不能达到四肢末端。因
此，除了手脚发凉之外，还常常
出现恶寒蜷卧、面色苍白、腹痛
下利、呕吐不渴、舌苔白滑、脉微
细等证。防治可用四逆汤温中
散寒。方中生附子是大热之品，
其性走而不守，能通行十二经，
温壮元阳，回阳救逆；干姜性热、
味辛，入心、脾、胃、肺经，其性守
而不走，温中散寒，助阳通脉；炙
甘草既可以益气补中，治虚寒之
本，也能缓和干姜、附子峻烈的
药性，调和诸药。

热厥，即因为邪热深伏于身

体、闭阻阳气，导致阳气不能外
达四肢而导致的手足逆冷。除
了手足冰冷，还常常会感到喜冷
饮而恶热，伴烦渴口干，小便黄
赤，舌质红，苔黄燥，脉洪大有
力。通常发热在前，手足厥冷在
后；厥为标，热为本，也就是真热
在里，隔寒于外的真热假寒证。
此时，应使用白虎汤清里透热。
方中石膏性大寒，味辛、甘，擅长
清热，以制阳明内盛之热，并能
止渴除烦；知母性寒，味苦，质
润，能助石膏以清热生津；粳米、
炙甘草和中益胃，并可防止石膏
和知母的大寒之性伤身，诸药配
伍，便能帮助患者清热、除烦，生
津止渴，邪热内盛所导致的四肢
逆冷就会自然解除。

手脚冰凉，盲目温补反受害

大家都知道血液中胆固醇
分为好几种，有好有坏，坏胆
固醇自然是越低越好。但人们
也有这样一个误解，“好胆固醇
要越高越好”。最近丹麦一项研
究发现，好胆固醇过高，也会
增加心血管病风险。

丹麦研究人员发现，与血
液中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即
好胆固醇）含量正常的男性相
比，好胆固醇含量极高的男性
死亡率要高出 106％，含量较
高的男性死亡率高出 36％。此
外，血液中好胆固醇水平极高
的女性死亡率要比含量正常的
女性高68％。

胆固醇是人体里一种柔软
的蜡状物质，它是血液和人体
所有细胞里脂肪的天然成分。
胆固醇分两种，好胆固醇和坏
胆固醇（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坏胆固醇占总胆固醇的
60%，尽管身体也需要它，但
多余的坏胆固醇会钻入动脉血
管内皮，形成斑块，堵塞血
管，引起冠心病、脑梗，或者
随着斑块破裂引起心梗、猝死
等严重后果。好胆固醇占总胆
固醇的 1/3，它好就好在可以

将多余的胆固醇转运出动脉，
运回肝脏，因此对健康有利。

近年来高胆固醇病人有增
多的趋势，除了和遗传有关
外，还和他们过多摄入富含饱
和脂肪的食物及久坐的生活方
式有关。血液里的胆固醇总量
正常范围应为 3.6~5.2 毫摩尔/
升，含量若在 5.2~6.2 毫摩尔/
升表示有中度患病风险，超过
6.2 毫摩尔/升则有高度风险。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正常值男
性为 1.16~1.42 毫摩尔/升，女
性为 1.29~1.55 毫摩尔/升。在
标准范围内，好胆固醇是高点
好，但也不能过高，那样总胆
固醇也可能相应偏高，对健康
不利。

专家提醒，每人都应养成
每年定期体检的习惯。建议 20
岁以上健康人每 5 年化验一次
血脂，45岁以上的每年都要查
血脂。在饮食上，要少吃胆固
醇含量高的食物，如蛋黄、动
物脑、蟹黄等，多吃牛奶、豆
类等含胆固醇低的食物；作息
规律，加强锻炼；戒烟限酒，
保持情绪乐观。

（崔玉艳 唐小玉）

好胆固醇太高也不行

1.平时存放要有讲究。硝酸
甘油物理、化学性质不稳定，在与
空气接触、气温升高或光照后，易
失效。存放时要装在不透光棕色
玻璃瓶内，同时拧紧瓶盖，放置在
室内阴凉处，夏天可放在冰箱内。

2.随身携带勿贴身。冠心病
患者随身携带硝酸甘油，应掏取
方便，切记不要贴身存放。因为
人的体温是37℃，超过了存放温
度，易使药物失效，而且人体出汗
容易使药物受潮。

3.药物定期更新。该药的有
效期一般是一年，但不要只看有
效期，因为经常开瓶盖取药物，实
际有效期并没有那么长，只有3~6
个月，因此最好3个月就更新一次
药物。

硝酸甘油存放方法要记牢 丹阳市中医院中药房共有成员12人，其中女性11人，在本行业
中树立了富有中医药特色的服务品牌。近日，该院中药房获得江苏
省“巾帼文明示范岗”称号。

中药房分调配组、煎药组等五个组，有副主任中药师3人。中药
核对由副主任中药师担任，百分百核对无遗漏，出门差错为零。中药
煎药急煎随叫随到、随到随煎。在膏方熬制上，不仅提供传统的罐装
包装，还提供现代化的塑封真空包装，方便患者取用保管，为患者提
供了保质保量及时的服务。

（思维 摄）

中医院中药房喜获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