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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在肺病里，常见的肺纤维化的死亡
率不低于肺癌，但不少人连它的名字都
没听过。“肺纤维化以前比较少见甚至罕
见，但近几年发病人数增多了。”江苏省
中医院呼吸科主任周贤梅说，肺纤维化
就是肺部出现了异常的纤维组织增生，
像是肺里长满了“疤”，患者喘不上气，肺
功能进行性下降，最终丧失。

发现喘不上气，可能已经晚了

以前大部分肺纤维化找不着原因，现
在明确病因的肺纤维化病例变多了。周
贤梅说，系统性硬化症、类风湿关节炎、干
燥综合征等风湿免疫病会伴发肺纤维化；
部分抗心律失常药物、癌症的口服靶向
药、免疫治疗药可能引起肺纤维化；长期
接触粉尘或吸入有害气体的人群，也是高
发人群。另外，如果家有宠物，长期接触
鸽粪、动物皮毛等过敏原，也可能导致外
源性的过敏性肺泡炎，严重的一小部分
患者可能发展成肺纤维化。

该病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前期可能
会有干咳和胸闷，运动后出现呼吸急促、
喘不上气等症状，渐渐地没有剧烈活动
时也出现呼吸困难。如果发现平时就喘
不上气才就诊，可能已经晚了。

逆转病情的“神药”不存在

不少药品广告号称能治愈肺纤维
化，但实际上，现在全世界对于肺纤维
化，还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目前治肺纤维化有两种西药，也只
能让肺功能下降得慢一点，无法逆转疾
病。”周贤梅说，早发现早治疗仍是患者
延长生命的关键，建议有高危因素、有症
状（干咳、气喘等）的患者及早做肺功能
检查、胸部高分辨率CT。现在养宠物的
人越来越多，但周贤梅提醒，有过敏性鼻
炎、支气管哮喘，容易长湿疹、风团，有划
痕症，都说明是易过敏体质，最好不要养
宠物。长期养宠物的老人，也应做个肺
部的体检。（摘编自《扬子晚报》）

防肺纤维化，过敏者最好不养宠物

三七是唯一具备止血、活血、
补血功效的药材，因保健治病皆
相宜，深得众多名老中医喜爱。

调理骨刺痛 北京中医药
大学罗大伦教授把三七称为

“心脑血管终身卫士”，推荐将
三七西洋参粉当做心脑血管的
日常保养方：等量的三七粉、西
洋参粉混匀，每日温水冲服混
合粉末1克。如增加丹参，也是
等量，对脑血管的保养有益。
罗教授家还常用三七粉炖鸡腿
骨，他曾用这个方法让母亲的
膝关节痛大大好转。取三七粉
1~3克（轻的用1克，重一点的
用3克）、鸡腿骨5~7根，捣裂，

放到砂锅里煲四十分钟，可放
点盐，每天喝两碗，能减轻或消
除骨刺等疾病带来的疼痛。

祛斑养颜 年过70的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中医周围
血管病教授陈淑长透露，自己
容颜不老的秘诀是每天早上喝
牛奶时都剩一口奶，把1~3克
三七粉和在牛奶中喝下去。她
建议 30 岁以上人群如脸上有
斑，可每天吃1~3g三七粉，混
在水、牛奶、蜂蜜或粥里服下。

防治失眠 云南省民族民
间医药学会常务副会长张超指
出，神经衰弱、失眠多梦、食少
乏力的人可于睡前温水吞服生

三七粉2克，能增加睡眠，增进
食欲；轻度脂肪肝患者可在中
医师指导下每天服3克三七粉。

专家提醒 ①三七价格不便
宜，磨成粉较好。服三七期间忌
食蚕豆及酸冷的食物。②脾胃
虚寒者、经期和孕期女性、感冒
者慎用三七。③临床有很多因
过量服“三七”造成肝损伤的病
例，这些人服用的不是真三七，
而是“土三七”，又称“菊三七”，它
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肝损害。建
议在正规医院或药店购买三七，
认准正规品牌，并在医师指导下
使用。④三七粉不能替代相关
治疗药物。（摘编自《中华医药》）

足癣，俗称“脚气”，是一种足部真
菌感染。这个司空见惯的疾病，常被人
们忽视，可它严重起来可能导致肾病。

最近，肾内科收治了一位中年男
性患者。他在入院前一周，出现了双
下肢进行性水肿，伴有尿中泡沫增多
症状。经检查，患者的尿蛋白为“4+”，
24 小时尿蛋白为 7.9g，血白蛋白为
18.5g/L，被诊断为“肾病综合征”。

仔细询问得知，患者既往没有肾
病史，只是几十年来一直被足癣所困
扰。这两年，他开始间断出现双耳流
出液体的情况，近一个月双侧大腿根
部长出红色的大片皮疹，伴有脱屑和
痒感，才来就诊。经多科医生会诊，患
者被确诊患有“足癣、真菌性外耳道
炎、股癣”，这3种病都源自真菌感染，
予每日外用药治疗后逐渐好转出院。

得了“脚气”，还能引起肾病？这
是真菌感染引起肾病的一种情况。实
际在临床上很多肾病都与感染有关。
比如细菌、病毒感染后引起肾病较常
见，其显著特点都是出现蛋白尿或血
尿等。儿童反复扁桃体感染，易引起
急性肾小球肾炎，出现血尿和泡沫
尿。心脏手术后、有心脏瓣膜病的患
者易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导致毛
细血管内增生性肾小球肾炎。乙肝和
丙肝病毒感染也可引起肾病。

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脚气”之类的
真菌感染。如发现自己或身边的朋友
出现反复多次感染，应注意是否有尿
色、尿量的改变，是否有尿中泡沫增多、
血尿、水肿等症状，并定期做肾脏方面
的尿常规、血肌酐、肾脏超声等检查。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内科医师 温雯）

脚气反复发作应注意尿液改变

名老中医保健爱用三七粉

浙江杭州的金女士近日体
检时，抽出乳白色的“牛奶
血”。化验显示：甘油三酯
9.45mmol/L（高于正常人近 6
倍）、总胆固醇 5.56mmol/L。
医生高度怀疑她是高脂血症、
高胆固醇血症，问诊发现，原来
金女士喜欢油腻的肉类食物，
且特别不爱运动。

正常情况下，静脉血一般
呈深红色，动脉血呈鲜红色，但
有时血液颜色会有不同的表现：

1.乳白色（牛奶血）：是我们
常说的“高脂血症”者的血液。

2.黄色（橙汁样血液）：多
半是罹患肝胆疾病或溶血性
贫血、血红蛋白病等血液病患
者的血。也常见于新生儿黄

疸患者。
3.暗紫色：是体内缺氧的

表现，有肺心病、肺气肿、重度
支气管哮喘等病时，可能出现。

4.棕黑色：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是食用了含有亚硝酸盐的
食物，如泡菜、咸鱼、工业盐
等。（杭州市红会医院检验科主
任 李召东）

血液颜色异常预示疾病

今冬咳喘多，试试中药保健

今冬呼吸道疾病患者主要以咳喘为
主，伴有燥的特点。有的患者虽然感冒流
涕，但鼻子干燥出血，甚至便秘；有的皮肤
干燥，瘙痒难耐。建议平时增强耐寒训
练，可针对性进行中药熏鼻、中药足浴。

中药熏鼻：取桂枝 10g、白芍 10g、炙
甘草5g、大枣10g、生姜3片，加适量水煎
煮半小时，将药液放在胸前，保持距离在
20cm左右，用其热气熏蒸鼻腔5到10分
钟，早晚各熏蒸1次，可有效缓解风寒性
流涕、打喷嚏、头痛、鼻塞等症状。

中药足浴：体质较差者，每晚可用艾
叶30g、花椒5g煮水泡脚，可驱寒气、改善
睡眠。针对早期感冒出现鼻塞、怕冷、头痛
等症状，可选用黄芪 30g、生姜 6g、防风
10g，加适量的水煎煮泡脚，可祛风、温肺。
如果病情发展，出现咽痛、干痒，在此基础
上增加薄荷10g、板蓝根15g、菊花10g。（江
苏省中医院呼吸科主任中医师 史锁芳）

相关
链接

脱发需及早干预
近日，一张社交网站推特

的截图在微博及微信朋友圈
再度流传，内容是日本大阪大
学板见智教授研究脱发30余
年，坦言：“该秃还是会秃”。

对此，浙江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医学美容科毛发移植专
家祝飞说：“抛开环境因素、不
良生活习惯等不正常因素不
谈，如果确诊是雄性激素性
脱发，确实该秃还是会秃。”
祝飞说，雄激素遗传性秃发
是最主要的脱发原因，约
60%的患者因此脱发；其次
是现代生活环境，如接触化
学物品的工作；再次是不良生
活习惯，熬夜、压力大等。

正常人每天会脱落70~
100 根头发，不过同时会萌
出新发，使头发始终处于平
衡状态。如果平均每天掉头
发超过 100 根，并持续 3 个
月以上，要及时求医。用手
拉住一小撮头发（40~60根），
轻轻拉动，如果头发很轻易
地被扯下来（超过 5 根），说
明毛发营养不足，最好及时
就医干预。男士发现发际线
上移了，就要小心。（摘编自

《每日商报》）

雪地靴不宜长期穿
雪地靴很保暖，但不

适合长时间穿，尤其是平
足的人和3岁以下小孩，以
免引起脚踝疼痛。平足不
一定要治疗。平足者若合
并疼痛等症状，就被称为
平足症，可能需治疗。建
议平足者可选择负跟鞋，
也就是前高后低的；若选
择平底鞋，尽量用脚跟行
走，选择硬底的鞋，鞋底内
侧厚度稍高于外侧。像雪
地靴，平足的人就不大适
合穿。（杭州市红十字会医
院骨科主任医师 费骏）

这些食物使牙变黄
引起牙齿着色的有色

食物常见的有汽水（如可
乐中的色素与酸性物质共
同作用，使牙齿变黄）、咖
啡和茶（它们含有的单宁
酸是导致牙齿着色的主要
原因）、红酒、果汁（尤其是
深色果汁，如蓝莓汁）及酱
油、番茄酱、咖喱、蓝莓
等。建议在接触过这些食
物后尽快漱口，以免色素
沉积。（摘编自《大河报》）

脑鸣别乱进补
脑鸣是脑部神经疾病

产生的症状和信号，任何
年龄均可发病，但以 40~
70 岁女性居多，患者常常
会感觉到脑内有流水声、
嗡嗡声等，还不易入睡。

脑鸣与两类疾病有
关：1.器质性疾病，如脑肿
瘤、脑萎缩、脑动脉血管狭
窄、中风等；2.全身性疾病，
如高血压、低血压、贫血、
肾病、糖尿病、高血脂等。
出现脑鸣、失眠等症状可
去神经内科就医，首先要
考虑是否有脑血管病等高
危 因 素 ，可 通 过 检 查 确
诊。如果是脑血管病引起
的脑鸣，需进行抗凝、活
血、扩血管、改善脑供血的
治疗；如果是焦虑引起的
脑 鸣 ，需 进 行 抗 焦 虑 治
疗。不可盲目服用含人
参、鹿茸等的补脑药品，服
用后可能导致脑鸣更严
重。（摘编自《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