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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小
病
的
大
病

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
日，今年的主题是“女性与糖尿
病”。糖尿病患病率没有明显
性别之分，但女性糖尿病常常
更容易出现一些健康状况，提
醒家人需要给予更多呵护。

阴部瘙痒 若是罹患糖尿
病，妇女会成为泌尿系感染如
阴道炎的高危对象，老年女糖
友更应重视，注重预防：平时要
多饮水、多排尿，注意个人卫
生；出现症状应及时到正规医
院诊治。家人最好督促女糖友
半个月做一次尿检；患病 5 年
后的女糖友最好1-2周做个尿

常规检查。在糖尿病不稳定时
一周或5-7天查一次。

骨质疏松 女糖友因为内
分泌代谢的一些原因，更易继
发骨质疏松。防治首先要积极
控制好糖尿病，对骨质疏松的
治疗与一般患者相同。特别指
出，绝经后的女性糖尿病患者
治疗骨质疏松使用雌激素时，
应有专家指导，雌激素可引起
血糖升高，不利于控制糖尿病。

抑郁 轻度抑郁症在女糖
友中比较多见，尤其对于高龄
女糖友，更易出现抑郁症伴发
的情况。

建议家人如发现如下症
状，就应警惕：1.情绪低落，郁
郁寡欢，一般晨重夕轻；2.思维
迟钝，记忆力减退；3.活动减
少，动作缓慢，兴趣丧失，不愿
社交，喜独处；4.常有焦虑、无
能无用内疚感；5.睡眠障碍；6.
多有疲乏、心悸、胸闷、胃肠不
适、便秘等躯体症状；7.对生活
丧失信心，有自杀意念或行为；
8.性欲明显减退。有上述3项
或以上症状者，须引起重视，最
好及时到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西安交大二附院内分泌科主
任医师 徐静）

女糖友易伴发3个健康问题

有些人平时身体还算好，
就是每天早上喉咙老痒痒的想
咳嗽，很多痰，而且痰并不稠，
很清稀，但量很多，浑身没有劲
儿，干点活就会出汗，老想喝
水，喝点水吧，就想上厕所。这
其实不是哪一个系统出问题，
而是您身体的状态太虚了，太
虚了就会出现这种出汗很多，
咳嗽痰也很多很清稀，小便也

很多，就好像整个人“漏水”了，
就是虚导致的“漏水”。

中医讲汗为心之液，所以
越出汗，这人会越虚，越虚越出
汗，形成恶性循环，严重的会导
致虚脱，所以这种体虚的症状需
引起重视，但是也不要过分紧
张，因为人到一定岁数一般都会
虚，中医讲就是肾虚。所以小便
多，夜尿多，大便也不成形，都是

因为身体对水分的吸收运化出
现了问题，是衰老的一种征兆。

“漏水”该怎么办？可以常
吃温性的食物，如生姜，并且可
以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服用以
下温性的药物：夜尿多、喝了就
尿，可吃五子衍宗丸、金匮肾气
丸；女性白带清稀、量多，可吃艾
附暖宫丸；痰多清稀、流口水可
用二陈丸。（摘编自《东方今报》）

身体“漏水”是体虚的表现

晕车晕机晕高
都是耳朵惹的祸

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晕
车、晕机、晕高，这些在医学
上统称为“眩晕”。引起眩
晕的疾病有上百种，其中
70%属于周围性眩晕，大多
数 周 围 性 眩 晕 与 耳 朵 有
关。汽车、火车启动、加减
速、刹车，飞机升降、晃动等
刺激会使内耳前庭内毛细
胞产生形变放电，使大脑中
枢感知。这些前庭电信号
的产生、传递一旦超过人体
耐受值，就会出现不适。

眩晕症可以预防，比如
晕车的人在出发前 1-2 小
时先服用苯海明片（乘晕
宁）、东莨菪碱。也可加强
前庭康复锻炼。前庭系统
有强大的代偿功能，哪怕得
了严重的眩晕，也可通过康
复锻炼得到好转。但如果
终日坐着不动，人体的平衡
功能就会衰退。假如触发
眩晕的刺激活动不断重复，
大脑就会开始适应。所以晕
车、晕机、晕高都可以被克
服。（长沙市中医院耳鼻咽喉
科主任医师 杨丹）

蛀牙、眼干、肩
膀痛、嗓子哑、牙痛、
口腔溃疡都是常识
的小毛病，但对于上
了年纪的人来说，也
要引起重视，因为有
一些大病很容易与
这些小毛病混淆，导
致误诊。（摘编自
《北京晨报》）

长“虫牙”不都是因为吃多了糖

肩膀痛不都是肩周炎

年过五十的人，很容易有
肩膀痛的毛病，这是 50 岁这个
年龄段高发的疾病：肩周炎，因
为 年 龄 的 特 点 ，也 称“ 五 十
肩”。麻烦的是，肺癌也在这个
年龄段高发，很多因肩膀痛去
骨科看病的人，最后被转到外
科、肿瘤科，其中有些人的肩膀
痛是肺癌（如肺上沟癌，位于肺
尖部的癌症）的“肺外症状”。
就是因为两个病的发病年龄重
合，症状近似，所以容易误诊。

值得一提的是，肩周炎早
期疼痛不剧烈，且有固定的压
痛点，短期很少出现疼痛加
剧。而肺上沟癌疼痛感剧烈，
且没有具体的痛点。其实辨别
这两个病，只需要拍个胸片看
是不是肺里有问题，排除后再
针对肩膀做治疗也不晚。

嗓子哑不都是慢性咽炎

常抽烟的人嗓子不舒服是
常事，抽了十多年烟的赵先生也
没把自己嗓子哑当回事，他觉得
是慢性咽炎又犯了，吃了几天三
黄片，第一天稍微有些缓解，但
没过几天就加重了，而且总是咳
嗽，还没有痰。晚上洗澡时一搓
脖子，赵先生摸到了一个硬鼓鼓
的包块，第二天，他在医院被确
诊为肺癌。

赵先生脖子下的包块是肺
癌导致的淋巴结肿大，是它压迫
了喉返神经导致赵先生说话声音
嘶哑。临床上，很多病人是因为
嗓子哑了而发现肺癌的，他们甚
至在确诊前并不咳嗽。像赵先生
这样的烟民，一旦没有缘由的出
现嗓子哑，不是因为感冒，嗓子不
痛、扁桃体没有发炎，应高度怀疑
肺部的占位疾病，因为抽烟使他
们成为肺癌的高发人群。

牙痛不都是牙齿神经暴露了

口腔溃疡不都是上火

眼睛干涩不都是用眼过度

每 100 个心梗病人中，就有 1 个症状
是牙痛。

有个上班族，上班追赶公交车时牙痛，一
直以为是牙神经暴露了，冷风刺激导致了牙
痛，后来无意中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冠心病，
他的每次牙痛，其实都是一次心绞痛的发作。

心绞痛和心梗是冠心病发作的两种表
现形式，心绞痛是一次流产掉的心梗，罹患
者躲过一劫，但是，并不是每次心绞痛都能
如此侥幸。

普通牙痛、上腹痛与心绞痛引发的疼
痛，区别如下：如果是心绞痛引发的，一般

有诱因，如劳累、寒冷、饱餐、饮酒或极度兴
奋之后，因为这些活动都会使心脏的耗氧
量增加，心率加快，原本已供血不足的冠脉
更加失职，心脏的肌肉因为血液不能充分
供应而出现缺血性疼痛。

所以，即便是牙痛、腹痛，或有前面说
的这几种心肌耗氧增加的情况，或根本没
有胃痛的原因，平白无故发生，没有不消
化、不洁净饮食等，而且你还是个肥胖者，
有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其中任何一个基
础疾病时，要高度警惕，至少做个心电图排
除一下，必要时做个心肌酶化验。

口腔溃疡常见，人们普遍视为“上火”。
其实，“上火”的自我诊断不能轻易下。

口腔溃疡有良、恶之分。良性的最
常见是复发性口腔溃疡，发病率 20%左
右，轻症的一般有 3-5 个溃疡，直径小于
1 厘米，愈合后不留瘢痕。重的直径大于
1 厘米，愈合后留下瘢痕。恶性的口腔溃
疡主要是口腔癌，最常见的是舌癌和黏

膜白斑癌变。
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全身性疾病，最

早表现也是口腔溃疡，如白血病、恶性淋巴
瘤、干燥综合征、红斑狼疮、带状疱疹、白塞
氏综合征，甚至梅毒、艾滋等性病。

因此，对于每年有3次以上口腔溃疡，
并伴有全身不适的，最好选择到医院的口
腔黏膜科、风湿免疫科就诊进行排除。

如果是年过四十的女性，之前牙齿很
好，甚至去过口腔科，却在很短的时间内
一个接一个地长“虫牙”，千万别以为是糖
吃多了，或者是牙齿没刷干净，这种毫无
原因的甚至是集中发作的“虫牙”，医学上
叫“猖獗龋”。这类人大多罹患自身免疫
性疾病干燥综合征，是口中唾液严重不足

导致。这病一般是上了年纪后才出现，且
女性偏多，在各器官组织出现干燥的同
时，还有疲劳的问题，虽然与红斑狼疮、强
直性脊柱炎一样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但
干燥综合征的预后较好，只要治疗得当可
以很好地控制。所以如要看中医，需要先
经西医确诊。

年过五旬的张女士最近眼睛干涩得厉
害，她觉得是因为追剧导致。自己用枸杞泡
茶，滴眼液后稍稍缓解，但过几天又干涩起
来，严重时睁眼都困难，白天也怕光，在医院
多个科室求诊，最终在风湿免疫科被确诊为
类风湿。医生说，50多岁的女性是这病的

高发人群。国外研究表示，这类
患者中，继发干
眼病的患者比例

达46.7%。
如果是年过四十的女性，在用眼强度没

有明显变化时，出现干涩、畏光、有异物感，
严重时疼痛明显，反复充血等眼睛的不适，
要想到类风湿关节炎的可能。不独类风
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的初发症状也是
眼睛干涩和口腔干燥，可很多人容
易自认为是“上火”或“天气干燥喝
水少”而耽误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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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艾烛贴”
来电申领

艾灸在我国已有二千
多年的历史,李时珍在《本
草从新》中说：“艾叶具有纯
阳之性，能回垂绝之阳，通
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逐
寒湿，暖子宫，止诸血，温中
开郁，调经安神……

中 国 蕲 春 ，世 界 艾
乡，是李时珍故里。一代
宗师“艾烛贴”以蕲春五
年黄金陈艾为原料，精挑
提纯，经严格的工序精制
而成。可疏通经络，促进
炎症、粘连、渗出物、血肿
等致病产物消散排除；降
低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发
挥镇静、镇痛作用；同时
温热作用还能促进药物
的吸收。

申领条件：1.年满 50
周岁的中老年人；2.每人限
领 2盒，一元一盒，不得重
复领取；3.一周期为3盒（每
盒60支），不零售；4.不收快
递费，送到家。申领热线：
400-077-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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