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肾病科

三伏天暑热难耐，不少
人热病了。多科医生针对
近期门诊的情况，总结了一
些健康提醒，助您平安度
夏。（整理/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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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药煎对了疗效才好

先煎、后下、烊化是中
医处方上常见的中药煎煮
法。提醒市民：中药煎煮对
了才能发挥更好的疗效。

先煎 先煎的药物有
两类：一是矿物药和介壳
类药物，如磁石、石膏、龙
骨、鳖甲等，因为这些药物
结构致密，质地坚硬，有效
成分较难煎出，需打碎后
先煎20至30分钟，再加入
其他药物同煎；二是有毒
的药物，如生川乌、生附子
等，久煎以降低毒性。

后下 气味芳香、含挥
发油较多及不耐热的薄
荷、佩兰、大黄等，久煎会影
响其药效，应采取“后下”的
方法，待其他药快煎好时，
再加入此类药，煎 5 至 15
分钟即可。

烊化 烊化是指将阿
胶、鹿角胶、龟板胶等胶类
药物放入水中或加入少许
黄酒蒸化，再倒入已煎好的
药液中和匀内服。（天津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癌
症诊疗中心副主任 张欣）

多科医生开平安度夏处方

“这7年来，我一天不落地
吃钙片，为什么骨密度还在直
线下降？”58岁的王女士最近到
浙江省人民医院体检时，发现
骨密度持续下降，T值为-2.1，
腰椎骨密度已接近骨质疏松（T
值为-2.5）。

7年前，王女士自然绝经，
当时曾做过双能X线骨密度检
查，发现腰椎已出现骨量减少
（T 值为-1.5），医生建议其接
受绝经激素治疗或服用双膦酸
盐类药来预防骨质继续丢失，

但她觉得“吃钙片即可”。
对此，浙江省人民医院干

部二科主任医师边平达表示，
绝经后女性单靠服钙片来预防
骨质丢失远远不够，关键是要
尽早使用抑制破骨细胞活性的
药物。检查发现，王女士破骨
细胞活性很高，需在服用钙片
的基础上加服阿仑膦酸钠片。

那么，什么情况下只需要
补钙即可？1.女性进入围绝经
期前的阶段。一般来说，女性在
进入围绝经期前，体内雌激素尚

未明显下降，骨质丢失较慢，此
时坚持服用钙片有助于维护其
骨骼健康。2.随着双膦酸盐类
药物使用时间的延长，患者的骨
密度不再增高，而其严重不良反
应（如不典型骨折和下颌骨坏
死）的发生率有所增加，因此一
般在连续使用双膦酸盐类药
3—5年后应暂停，其间仍需坚
持补钙。（摘编自《都市快报》）

编辑插嘴：健骨，除了补
钙、服抗骨质疏松药物，也需补
充复合骨胶原。

7年来天天吃钙，骨密度咋还降了

蜂蜜除了内服，还可外
用。今天，就教大家做个简单
易学的蜂蜜栓治便秘，中医里
叫蜜煎导法。大人孩子都可以
用，尤其适合老年人。

做法：1.取一个不锈钢大
汤勺，倒入适量的蜂蜜，开最小
火，把勺子放在火上加热，可以
轻微地晃动。看到蜂蜜开始冒
泡，用一根筷子快速搅拌，防止
蜂蜜焦煳。2.等到蜂蜜开始冒
较大的泡（牛眼泡）且颜色转
深，伴有蜂蜜的香味溢出时，把
勺子远离火源，用筷子蘸一点
蜂蜜，滴在水中，若蜜在水中迅
速成珠不散开就代表熬好了。
3.把熬好的蜂蜜倒在干净的盘

子里，凉至不太烫手的温度，揪
下一部分在掌心搓成条，给新
生儿可以搓细点，直径 0.2—
0.3 厘米为宜；成年人可以搓
得粗些，0.5—0.7 厘米。长度
为一枚一元硬币的直径大小即
可。4.多余的蜂蜜栓可用保鲜
膜包好，放冰箱保存。

用法（成人）：把蜂蜜栓表
面涂上香油或橄榄油，戴上指
套将蜂蜜栓缓缓推入肛门内，
深度以手指指节没入一节为宜。

提醒：这个方法应急可
以，长期便秘还是建议去正规
医院诊疗。老年人便秘的原因
较多。如果是肠燥津枯所致的
便秘，可用有润肠作用的麻仁

润肠丸。
若是肠胃
实热积滞
所致，可
用清热导
滞的通便
宁片、九
制大黄丸
等。若是气虚血虚等虚性便
秘，可用补肾补气的芪蓉润肠
口服液等。番泻叶导泻力峻
猛，不可长期大量服用。便秘
患者还要适当增加活动量，均
衡 饮 食 ，保 证 一 天 1000—
1300mL的饮水量。（北京积水
潭医院回龙观院区中药房药
师 霍梦逸）

中药师支招做蜜栓治便秘

越来越瘦，可能病了

正常人如果短期内出
现不明原因的消瘦，且伴有
食欲不振、乏力倦怠等症
状，可能是病理性消瘦，是
罹患某些病的先兆，应引起
警惕，尽早诊治。

糖尿病：血糖增高，继之
殃及蛋白质和脂肪的代谢，
导致体内营养吸收不良。

老年性甲亢：主要表现
为消瘦、心悸、乏力等，可伴
有房颤，70%患者无甲状腺
肿大，易误诊。

肺结核：早期病人症状
不明显，除常“感冒”外，还有
消瘦、低热等症状。对于反复

“感冒”不愈或感冒样症状迁
延两周以上伴有消瘦者，应去
医院进行影像检查及痰检。

消化不良及营养不良：
胃炎、溃疡病等肠系疾病可出
现消化吸收障碍；也有老人不
正常饮食，造成营养不良性消
瘦。（摘编自《生活报》）

多饮水，保
证充足的尿量

泌尿系统结石患者近期明显
增加，医院每天要接诊六七
位急性肾绞痛发作的患者。
提醒大家，一定要多饮水，大
量饮水可以溶解小的结石结
晶，甚至能帮助小结石排出
体外。要坚持多饮水，保证
充足的尿量。

值得一提的是，肾结石
病情轻重与疼痛不成正比。
如出现肾绞痛、尿频、尿急、尿
痛及血尿等症状，应及时到专
科诊治，不要拖延。（哈尔滨市
第四医院碎石科主任 唐海涛）

慢阻肺，热
不得冷不得 夏

季 本 是 慢 阻 肺 病 的 稳 定
期，然而，干燥高热天气，也
会加重痰液黏稠并不易咳
出，严重的可危及生命。才
刚入伏，科室就收治了多名
病情加重的老人，他们都有
一个特点，即患有慢阻肺，高
温导致高热、精神萎靡、食欲
不振、咳痰不畅，给予吸氧、
抗感染、化痰平喘等对症治
疗，病情才稳定下来。

慢阻肺、哮喘等慢性肺
病老人夏季既要防暑，也要
防感冒。即使在室内，也不
要舍不得开空调，但空调需
调至合适的温度，避免着
凉，加重病情。不能随意停
服常用药物和家庭氧疗。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人民
医院呼吸科主任 关键）

血压贵在稳，
做动态监测 一些

血压控制不佳的患者，夏天
会发现居然降到了正常范
围，而血压控制良好的高血压
患者，可出现“头晕、乏力”等
低血压症状。血压贵在“维
稳”，太高、太低都不行，尤其
忌剧烈波动。

高血压患者应由医生给

出用药调整方案，按医嘱服
药，切勿自行减药、停药。坚
持按时测量血压，如出现昼夜
差值过大，应在医院做 24 小
时动态血压监测。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血压偏高一些有
利于心、脑、肾的血液供应，
无需降至年轻人的“正常”水
平。（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内
科教授 孙明）

尿酸降太快，
易发“溶晶痛”近

期，门诊接诊多位尿酸已正
常，但仍发作痛风性关节炎的
患者。临床上，这种现象又叫

“溶晶痛”，是在服降尿酸药的
过程中，血中的尿酸水平迅速
降低导致。提醒：降尿酸药要
从小剂量开始使用，使血尿酸
平稳下降，而非骤降。夏季，
尿酸高的人要避免高嘌呤饮

食：动物内脏（尤其是脑、肝、
肾）、海产品（尤其是海鱼、贝
壳等）和浓肉汤含嘌呤较高。
各种谷类、蔬果、牛奶、鸡蛋等
含嘌呤少，应多进食。多喝
水，尤其是弱碱水（如天然的
矿泉水、苏打水），能更好地促
进尿酸排出体外。建议每天
2—3 升，出汗后立即补充。
（江苏省中医院风湿病科主任
中医师 郭峰）

咨询种植牙时，很多老年
人以为缺几颗牙就要种几颗牙，
这种认识其实是错误的。

很多患者有时连续掉落好
多颗牙，但不一定每个缺失的地
方都要种上一颗牙。比如，有的
患者缺了4颗牙，但只需要种两
颗牙，就可以充当以前四颗牙的
功能。这就如同建造大桥，只要
两侧筑有坚实的桥墩，中间就不
用再建桥墩了。临床上，还有上

半口或下半口牙全部“离岗”的
患者，牙医可以在其上颌或下颌
6个位点种下种植牙，就可实现
之前上颌或下颌牙齿（12至14
颗牙）的功能。因此，种牙并非

“一个萝卜一个坑”，不是每个缺
牙的位置都要种牙。

与活动假牙相比，种植牙
属于固定修复，不必摘戴，使用
寿命更长，且种植牙能有效阻
止牙槽骨萎缩，在恢复牙齿咀

嚼功能、维护口腔生理健康等
诸多方面，表现明显优于活动
假牙。临床上，许多高龄老人
有“三高”症状，其中有些人因
病需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类药
物，因此对手术充满顾虑。其
实，能顺利拔牙的老年患者，一
般也能安全进行种植牙手术，
后者的安全性甚至高于前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口腔修复科副教授 刘鑫）

种牙并非一个萝卜一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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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患者
可以吃豆制品

很多肾病患者认为自
己不能吃豆制品，其实这是
一个饮食误区。

蛋白质包括动物蛋白
和植物蛋白，大豆虽是植物
蛋白，但其蛋白含量高，每
100 克黄豆含蛋白质 36.3
克，多于同等重量的猪瘦肉
和牛肉（分别含蛋白质 16.7
克和20.2克）。因此，其和动
物蛋白一起被称为优质蛋
白。有蛋白尿的肾友，建议
以优质蛋白为主，因此是可
以食用豆制品的。但要注
意的是，豆制品种类很多，黄
豆、黑豆和青豆及其豆制品
属于优质蛋白。而绿豆、红
豆、豌豆、蚕豆、芸豆属于淀
粉豆，营养价值等同于普通
粮食，肾友们选择时一定要
注意。（北京老年医院肾内科
副主任医师 刘翠萍）

忘性大做做脑体检

总爱忘事？做做记忆
体检吧！若怀疑有认知障
碍，医生首先要进行专业
的记忆检测，最简单的就
是让患者复述。比如医生
先让患者记苹果、硬币、狮
子这3个名词，聊天十几分
钟后，再让患者重复这3个
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通常
会记不起来。还会通过一
些智能检测量表筛查，包括
计算能力量表、焦虑量表、
抑郁量表等，评估患者当前
的认知功能水平，还包括空
间、时间、人物定向力的检
测。不少认知障碍病人会
出现情绪障碍，比如有些患
者总怀疑别人偷了自己的
东西，有时连儿女都会怀
疑。（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主任 韩海平）

男性也要警惕乳癌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
院）乳腺外科病区今年5—
6月份收治了8位乳腺癌患
者，都是男性。浙江省肿
瘤医院乳腺外科病区主任
丁小文说，据他们的统计，
男性乳腺癌患者的平均年
龄在58岁左右。多数男性
患者觉得乳腺癌是女性才
得的，所以没引起重视，也
就没有注意到早期症状。

医生提醒男性也要预
防乳腺癌的发生。大部分
男性乳腺癌患者症状与女
性相似，包括：1.无痛的乳
房肿块或肿胀；2.乳房皮肤
凹陷、起皱或增厚；3.乳头
回缩；4.乳头发红或出血
（有溢出物）；5.皮肤溃疡和
可触及的腋窝淋巴结肿
大。如自检时发现胸部有
肿块或异常疼痛，要及时
就诊。（摘编自《钱江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