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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近日，清宫剧《延禧攻略》
热播，剧中“大玩”中药情节。剧
中提到的中药梗真的有科学依
据吗？专家表示：电视剧中的
医药内容只供娱乐，不要当真。

枇杷老叶药用价值比新叶高

剧中，女主魏璎珞遇到的
第一件危及性命的事，便是因
帮助愉贵人找出害她流产的凶
手，而大胆说出“枇杷老叶无
毒，但枇杷新叶有毒”的理论。

“枇杷老叶和枇杷新叶都
没毒，且都有止咳的作用，但
老叶的化学成分含量高，作用
更好。”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
医学院专家刘渊教授说，枇杷
老叶和新叶在入药时都应去
掉表面的绒毛，否则会刺激人
的咽喉不舒服，剧中说“枇杷
新叶有毒”的原因可能也在于
此处。

临床用贝壳粉较珍珠粉多

剧中，各怀鬼胎的贵妃们，
把皇后娘娘送给贵人的珍珠粉
换成“高仿”贝壳粉。

刘教授说，珍珠粉（由珍珠
打细做成）与贝壳粉（用贝壳经
高温煅烧粉碎的粉末，也叫珍
珠母）两者的主要成分都是碳
酸钙，药用价值相差不大，主要
功效都是镇静安神，用于失眠
较多。目前市场药用贝壳粉一
般20元左右一公斤，药用的珍
珠粉一般 250 元左右一公斤，
因价格相差大，在中医临床多
使用的是贝壳粉。普通老百姓
仅凭肉眼区分两者有难度。

患黄疸源于胆红素代谢障碍

剧中，愉贵人诞下的五阿
哥浑身赤黄，还有一对金色的
眼睛，被高贵妃认为是不祥的

征兆，想借此置她母子俩于死
地，好在一民间郎中指出只是
患有黄疸，是怀孕期间过食甜
食导致，才让母子俩免于丧命。

刘教授说，说孕妇过度吃
甜食导致婴儿黄疸，是无稽之
谈。婴儿黄疸的原因是因为体
内胆红素代谢障碍而引起血清
内胆红素浓度升高。婴儿黄疸
一般属于生理性，生后一周较
明显，10日后便会消退。如两
周内婴儿肤色恢复了正常，则
不需治疗。但如果生后黄疸
24 小时内就出现，程度重，进
展快，或黄疸轻，但持续时间超
过半个月未退，则需赶紧治疗。

曼陀罗叶不用于治失眠

剧中，太医叶天士给魏璎
珞开了曼陀罗叶治失眠。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失眠门诊博士杨晓辉说，历史

上的叶天士作为清代的名医，
是不会用曼陀罗的叶子给患者
治失眠的，因它毒性大。这种
药多用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
喘、风湿性关节炎等，不用于治
疗失眠。因为有毒，治疗上述
疾病也很少用。现代临床研究
发现，曼陀罗叶对瘘孔有吸脓
和刺激肉芽生长的作用，所以，
也可以用于外治。治失眠应辨
证，采用中药内服+外治（穴位
敷贴、药枕、针灸等）有较好的
效果。很多人失眠其实是“心
病”，光靠吃药不行，得去除“心
病”。（摘编自《天府早报》《扬子
晚报》）

《延禧攻略》里的“中医梗”不靠谱

家住长沙芙蓉区 75 岁的
徐女士，因连日右胸肩痛，来到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胸部外科（乳腺外科）求诊。主
任欧阳志为其检查发现，虽然摸
不到肿块，但结合老人来院前四
天40度高烧，有肺部感染等情
况，分析其左侧乳房有问题，收
入住院继续检查治疗。果然，彩
超、核磁共振证实了乳腺早期恶
性肿瘤，病理活检结果是乳腺原
位癌，遂进行了手术。

家属和老人很难接受现
实：没摸到肿块，怎么可能是恶
性肿瘤？欧阳志说，乳腺为体

表器官，不少乳腺癌的征象可
自行检查发现，如乳房肿块、乳
头血性溢液、乳房皮肤改变
等。但也有不少乳腺癌特别是
病灶较小的乳腺癌在临床上无
明显症状，需通过临床影像学检
查才能发现。目前的临床研究
试验结果显示，乳腺自我检查并
未提高乳腺癌早期诊断率。美
国癌症学会的“癌症早期发现指
南”已经不再推荐乳腺自我检查
作为常规的乳腺癌早期诊断措
施。所以，光靠触诊是不够的。

临床上，不可触及的乳腺
癌多数由乳腺X线检查和超声

检查发现。正规的体检机构和
乳腺门诊，结合乳腺超声检查
可以早期发现乳腺癌，并给予
相应建议。乳腺核磁共振、乳
腺 X 线钼靶、彩超检查对乳腺
癌的检出率分别为 97.7%、
76.8%、81.4%。

建议30岁的女性，每年进
行乳腺超声检查；到了 40 岁
后，建议每1~2年增加一次乳
腺X线检查。而对于乳腺癌高
危人群，建议选择性进行 MRI
检查，以达到提高早期乳腺癌
的诊断，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通讯员何穰 欧阳志）

乳房没摸到肿块也可能患乳癌

著名女子排球运动员、教
练郎平不但是国际排球赛场上
大名鼎鼎难啃的“硬骨头”，在生
活中她对骨骼的保护更是有一
套自己的“护骨法则”。

由夏到秋，备双高帮休闲
鞋 郎平一年四季的标配就是
休闲鞋，尤其是高帮。对此，河
南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陈
书连建议，从夏入秋，不妨备双
高帮休闲鞋，起到缓冲作用，保
护骨关节和脚踝。高帮鞋可以
保护脚踝，减轻对脚踝的冲击，
也可以给脚踝保暖。

平时不要揉膝盖 在老年
人中流传的揉膝盖，误认为通
过摩擦能把软骨磨平，减少咯
吱咯吱的摩擦感，就能减轻疼
痛。郎平膝盖痛从不揉。解
放军总医院骨科副教授张文
涛表示，揉膝盖是完全错误的
做法，这样的动作只能加重软
骨的损伤、加重软骨的磨损，
把已经病变的软骨磨得更坏，
直到磨掉软骨，露出软骨下面
的骨质，疼痛会更加严重。

游泳是最佳选择 郎平
说，鉴于她的膝盖伤情，她只

选择那些保护骨骼和膝关节
的运动，包括骑单车、游泳、直
腿抬高等。对此，北京友谊医
院骨科主任王志义表示，45岁
以上的人，最好不要参加负重
的锻炼，像爬山、爬楼梯等。
其实，保护骨骼和关节的运动
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少压力
并锻炼肌肉。比如骑单车。
也可以临睡前做做“躺式脚踏
车”，即躺在床上，双脚做踩脚
踏车动作。王志义建议老人
如果有条件，游泳是最佳选
择。（摘编自《中国中医药报》）

跟郎平学护骨法则

湖北武汉 69 岁的退休高
级工程师高先生来到武汉市第
一医院神经内科看诊。他告诉
医生，自己头晕头闷，左侧肢体
酸胀、无力，担心是中风。但随
后的脑部CT、颈部血管彩超等
检查均未发现异常。高先生又
向医生徐金梅诉说失眠的苦
恼，徐医生一句“失眠前后您有
没有遭遇什么事”打开了他的
话匣子。

原来，老伴去世后，高先生

一人独居，近两年他越发担心身
体，害怕会得癌，对什么事都提不
起兴趣。虽然人前总是笑哈哈，
其实内心不愿出门与人交往。徐
金梅用焦虑量表一测评，显示其
躯体化、强迫状态属重度，还有中
度的抑郁、焦虑和偏执。

徐医生给高先生进行了心
理辅导，并让他服用抗抑郁
药。她分析，高先生是高知，自
尊心强不愿示弱，看病住院全
程一个人，虽有三个子女，他谁

也不愿意麻烦；他衣着得体，对
医护及病友表现得彬彬有礼，
每次查房都看到他笑哈哈的，
属典型的“微笑型抑郁症”，尽
管内心深处感到焦虑、抑郁，外
在表现却若无其事，面带微笑。

提醒：如果家中老人出现
“疑病”，反复以头疼、头晕、发麻、
心慌、耳鸣等躯体症状来看病，
检查排除了高血压、心脏病、颅
内器质性病变等可能后，要警惕
情绪问题。（摘编自《武汉晚报》）

“微笑抑郁”：表面快乐内心痛苦心理
健康

45岁以上女性
不宜“折腾”怀孕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
越来越多的高龄女性希望
能再生一个孩子。中山大
学附属第六医院生殖中心
主任梁晓燕透露，一年来，
高龄女性门诊增加了 3 倍。
不过，包括成功培育全球第
一例试管婴儿的以色列专
家布鲁诺·鲁能菲尔德在内
的多位中外专家一致建议，
女性应在 35周岁以前生育
第一个孩子，而45周岁以上
女性则最好不要再通过试
管婴儿或其他手段“折腾”
怀孕。“45 岁以上女性即便
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怀孕，得
到一个健康孩子的几率也
只有 3%~4%。”布鲁诺·鲁
能菲尔德说，在以色列，政
府只会为 44岁以下的女性
使用试管婴儿技术怀孕埋
单，“一方面，女性年龄太
大，不利于孩子今后的抚
养；另一方面，这些女性生
下的孩子有很大概率会发
生畸形、低智商等问题”。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心律失常者宜侧卧
心律失常患者如果休

息不好会加重病情，甚至
出现急性心梗、急性心力
衰竭等危险情况。俯卧是
最不宜采取的睡姿，心律
失常患者应采取右侧卧的
睡姿，这种姿势有利于血
液 回 流 ，减 轻 心 脏 的 负
担。如果出现胸闷、呼吸
困难，可采取半卧位或 30
度角坡度卧位，从而减少
心律失常的发生。（摘编自

《北京晚报》）

敏感肤质慎用面膜
近日，广东揭阳的黄女

士因敷网购面膜引起皮肤
过敏。使用面膜过敏一般
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面
膜本身的成分易致过敏，另
一种是自身属于敏感性皮
肤。市面上的免洗面膜大
多具有保湿作用，多由具有
水溶性的高分子聚合物和
保湿成分组成，敏感肤质者
应慎用，以免诱发或加重皮
炎、湿疹等皮肤问题。购买
面膜要通过正规途径，使用
前最好先做皮试，取面膜里
面的精华液涂抹在耳后或
手腕内侧，观察2~3天后如
果没有红痒等不适，则过敏
的几率相对较低，可尝试使
用。（摘编自《揭阳日报》）

舌边缘溃疡
警惕癌变

如果舌头长溃疡，不少
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上火，江
西女教师王女士也是这么
想的。她以为自己上火了，
自行喝了不少凉茶，还吃了
几个星期的中药，病情却丝
毫没有好转，溃疡反而越
来越大。最后，她在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口腔
颌面外科竟被诊断为舌
癌，最终切除了半条舌头。

提醒：一旦遇到口腔
溃疡超过 2 个星期不愈，
应尽快就诊。为预防舌
癌，应避免嚼槟榔、抽烟等
不良嗜好，拆除刺激舌体
或黏膜的不良修复体（假
牙），减少口腔刺激因素。
同时，还应养成良好的口
腔卫生习惯，定期到正规
医院口腔科进行口腔检
查。（摘编自《广州日报》）

立秋后防花粉过敏
立秋前后是中国北方

地区“夏秋季花粉症”集中
爆发的时期。起初，是眼
睛痒、打喷嚏、流鼻涕等过
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
症状较为常见；从8月中下
旬至9月上旬，部分患者会
出现哮喘严重发作，需要
急诊治疗。北京协和医学
院变态反应学系主任尹佳
提醒，预防花粉过敏首先
要避免接触花粉，比如在
花粉季节门窗紧闭，尽量
减少外出，出行时戴上帽
子和口罩。一旦出现类似
感冒的症状，不排除有过
敏可能，应及时就诊。（摘
编自新华社）

6信号识别帕金森
帕金森病早诊断有助

于更好地管理疾病，出现以
下一个以上的症状就要警
惕了：1.震颤或抖动：手指、
下巴和嘴唇有轻微震颤；2.
小写症：写字时字越来越小
或挤在一起；3.嗅觉减退：
不能闻出某些食物的特殊
气味；4.睡眠异常：在熟睡
中大喊大叫、抽动或拳打脚
踢；5.行走困难：走路时脚
抬不开地面，手臂摆动减
少；6.面具脸：看上去严肃、
沮丧和生气。如果经常出
现这些现象，一定要引起重
视。（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
内科副主任 曾芳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