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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防暑同时要辨证祛湿》后续——

警惕贪凉加重慢阻肺

专家开方防治暑湿病
编辑插嘴：
本报 6 月 20 日
推出专题《夏季防暑同时要辨
证祛湿》后，中华中医药学会
治未病分会青年委员、
国医大
师熊继柏教授弟子孙相如告
诉编辑，
近期暑湿疾病确实有
突增的情况。针对多发的暑
湿疾病，
他通过本报送出建议
预防方，
供大家参考使用。
近期，由于阴雨不断、热
气攀升，各地的天气格外湿
热、
闷热。今年的湿热较往年
更严重，不只是返潮，家具还
出现了大量的霉变。而门诊
上，则出现了大量的口疮患
者、腹痛腹泻呕吐患者、暑湿
发热患者、
湿疹患者。为遏制
病势加重，提前预防诸多问
题，在此送几个建议方给大
家，
供有需要者参考使用。
预防反复口疮 莲子心
5g、淡竹叶 5g、灯心草 1g、蒲
公英 10g。用纱布包裹，煮水
代茶饮，
可配合擦涂西瓜霜或
青黛粉。
防治腹痛腹泻呕吐 急用
不含酒精的太极藿香正气液，
有外感发热迹象的，
还可配合
同仁堂太和妙灵丸，
但是要禁
止一切荤腥和水果。

预防暑湿发热 用滑石
180g、甘草 30g 共同碾粉筛
细，每次 10 克，沸水冲泡后喝
下，可起到清暑利湿、预防暑
湿发热的作用，
也可直接买中
成药六一散。
预防皮肤反复湿疹 可用
外 洗 方 ，用 青 蒿 20g、黄 柏
15g、
苦参 15g 煮水擦浴。
预防阴部潮湿、瘙痒 最
近，不少女性患者白带增多、
发黄兼有阴部瘙痒，
男性患者
阴部瘙痒兼有潮湿或阴部汗
多 。 均 可 用 青 蒿 20g、黄 柏
15g、苦参 15g、土茯苓 20g、
百部 10g、川楝子 10g、苦楝
皮 10g、地肤子 10g，煮水坐
浴或擦洗患处。
预防湿温惊厥 很多素有
高热惊厥反应的孩子，
今年也
碰到惊厥的情况，
严重的会呈
现十几分钟不能消退。有这
种倾向的患者，
建议用扁豆花
5g、钩藤 15g、蝉蜕 3g、菊花
5g、
淡竹叶 3g 煮水代茶饮，
以
清肝、
熄风、
祛湿。
以上方法，
据不少患者反
应，
效果还可以，
能救急，
能缓
解，
能预防，
甚至能治愈，
大家
如有类似情况，不妨试试，如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再去门诊
就医不迟。
另外，
我本月接诊的很多
孩子有打喷嚏、
鼻塞、
鼻涕多、
咳嗽严重等外感的特点。孩子
们着凉的原因出奇的一致——
吹风扇、
开窗睡觉。请大家注
意，
所谓的风扇风或自然风并
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风为
百病之长，
之所以我们睡到屋
里，
而不是睡到大街上，
就是为
了遮风挡雨。我发现很多鼻炎
严重的孩子，家长们酷爱通
风。睡觉时吹风扇、
开窗户，
不
断吹到的风，
轻则导致鼻炎、
感
冒，
重则导致腰腿痛。
通风能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但要等老人、孩子离屋后
进行，尤其是冬天，通风要在
无人之处。浴室洗浴、
餐厅用
餐、卧室睡眠都是免疫力较低
的场景，
一定要避风，
尤其是后
背、
后脑或出汗后。炎热夏季，
宁可开空调，
也不建议直吹风
扇或吹户外风。空调温度控
制在 25℃—28℃，不对人直
吹。哪怕开着空调盖被子，
也
会睡得舒服。
（中华中医药学会
治未病分会青年委员、
国医大
师熊继柏教授弟子 孙相如）

杭州 60 岁的王先生是慢
阻肺患者。最近，他感觉不太
咳嗽、
咳痰了，
就认为已恢复健
康，
把吸入的药停了。前几天，
他外出回家后大汗淋漓，打开
空调看电视，
没多久就咳嗽、
胸
闷、气急，夜里不能躺平睡觉。
检查发现是慢阻肺复发了。
王先生的慢阻肺“反季”
加重，与擅自停药、吹空调受
凉有关。慢阻肺在寒冷的季
节高发，如果在夏天病情加
重，通常与患者的错误做法有
关。随着气温升高，慢阻肺的
各种症状会明显减轻，进入病
情稳定期。但有的患者此时
易放松警惕，不规律用药或擅
自停药，贪凉引起上呼吸道感
染，
导致急性加重。
酷暑来临，慢阻肺患者在
稳定期做好预防与治疗至关

重要。1.戒烟是慢阻肺预防
和治疗的关键。2.接种流感
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可降低
下呼吸道感染的发病率，随之
减少慢阻肺急性加重。3.不
得擅自停药，稳定期药物治疗
可以减少慢阻肺症状、发生频
率和急性加重严重程度，改善
健康状态和运动耐量。4.肺
康复治疗可以改善呼吸系统
症状、生活质量、体力活动和
对日常活动的参与度；对于合
并重症静息性低氧血症的患
者，长期氧疗可改善生存率。
5.平素注意避免着凉、劳累，
空调设定温度不要太低，空调
出风口不要直接对着人吹。
一旦老病复发，应及时到医院
进行规范化治疗。
（浙江省人
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 孙益兰）

牙膏清洁能力与泡沫多少无关
广东省药监局日前在其
官方微信发布科普文章称：牙
膏并非泡沫越多越好，清洁能
力与泡沫多少无关，因为牙膏
的主要成分是摩擦剂，清洁能
力与摩擦力大小有关。大家
使用牙膏时注意是否有明显
的粗糙感即可。含氟牙膏预
防龋齿已深入人心，但氟是有

毒物质，过量摄入，牙齿会产
生斑点，导致氟牙症，严重的
会引起氟中毒。因此，3 岁以
下儿童不建议用含氟牙膏，3
岁以上的儿童应选儿童含氟
牙膏，使用黄豆大小的量，切
勿吞咽。牙膏也有保质期，开
封后应尽快用完。
（摘编自《广
州日报》
）

医生送给全体老爸的体检清单
在刚刚过去的父亲节，北京协和
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李婧为爸爸们
量身定制了一份
“健康体检清单”
。
心脑血管病筛查 中老年男性是
心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定期体检能及
早发现心、
脑、
肾病变。
除常规的体重、血压、血脂、血糖
检查，还应增加超敏 C 反应蛋白、脂
蛋白 a、同型半胱氨酸等辅助风险指
标检测。40 岁以上还建议增加颈动
脉彩超。心脏彩超可评价心脏的结
构和功能，如果是可疑冠心病者，可
以做冠脉 CTA 检查。脑部的评估尽
量选择头颅 MRI 和 MRA，没有辐射
又看得更清楚。肾脏可增加尿微量
白蛋白，
可早期发现肾损伤。
肿瘤筛查 对中老年男性来说，
肺癌、胃肠道肿瘤、前列腺癌等都是
肿瘤筛查的重点。目前较常用的筛
查方式是肿瘤标记物，包括甲胎蛋白
AFP、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PSA、癌胚
抗原 CEA、CA199 以及蛋白电泳检

查、
铁蛋白检查等。
一般从 40 岁开始，就会建议增
加胸部低剂量 CT 检查。到了 50 岁，
就可以考虑增加胃肠镜检查。前列
腺癌是高龄男性较常见的肿瘤，但一
般进展缓慢，预后良好。比较有效的
筛查方法是血液 PSA 检查。若 PSA
超过 4 就要提高警惕，但 PSA 升高也
可见于良性前列腺增生，所以可结合
游离 PSA 比值、核磁等进一步评估。
40 岁以上男性做超声检查时，
基本上
都会报前列腺增大，但决定是否需要
治疗的关键，是增大的部位是否会压
迫尿道、
对排尿功能有无产生影响。
营养评估、心理健康等其他筛查
一些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检测，对于
营养评估也有指导意义，
有助于控制
血糖、
血脂等。60 岁以上的男性要做
骨密度检查，评估骨折的风险。体检
时，
心理测评也是较重要的一环，
有助
于了解爸爸们的整体健康状况。
（北
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 李婧）

烫伤后挑破水泡，
女子手背险烂穿
湖北汉口 57 岁的熊女士在家做 （如自行挑破水泡、自行在烫伤处涂
饭时，一滴热油溅到右手手背，被烫 抹药膏）导致病情恶化的病例时有发
伤的部位起了一个花生米大的小水 生。实际上，挑破水泡不但不会加快
泡。她自行挑破后，情况越来越严 愈合，还会增加细菌感染概率，不利
重，
整个手背险些烂穿。
于伤口愈合，还容易让伤口留疤。自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创 行涂抹药膏也会增加感染概率。
伤中心，医生检查发现，熊女士右手
专家提醒，
轻度烧伤、
烫伤如果未
手背已严重溃烂，如再任其发展，可 出现水泡，
可立即将伤处浸在凉水中，
能需要截肢。熊女士被收治住院，完 或敷冰块进行“冷却治疗”，同时配合
善相关检查后，该院创伤中心创伤外 烫伤膏使用；
如果出现水泡，
甚至出现
科负责人郭清皓为她进行了手术。 皮肤焦黑、
坏死，
说明皮肤深层可能已
术后经过一段时间对症治疗，熊女士 受损，要尽快到医院接受专业诊治。
手背的创口愈合情况良好。
如烫伤面积过大，
必须立刻送医，
以免
郭清皓介绍，烫伤后处理不当 危及生命。
（摘编自《楚天都市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