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柳州读者麻女士咨询：

我父亲两个月前中风， 后来一直

在吃降脂药， 最近我听别人说，

中风后如果血脂不高就不用吃降

脂药了， 请问可以这样做吗？

广西南宁市人民医院主任医

师李艳鸣回复： 因为每位患者的

情况都不同， 是否需要吃降脂

药， 要看患者有没有动脉粥样硬

化 （也就是血管里有没有斑块），

不能简单的以血脂高低作为是否

服用降脂药的标准。

因为现有的降脂药不单单是

降血脂，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抗动脉硬化， 减少斑块破裂

阻塞血管， 从而引发心脑血管病

事件。 很多大规模的临床研究都

证实， 心脑疾病患者长期服用该

类药物可以减少死亡率。

所以无论血脂是否已经降至

正常， 只要存在动脉粥样硬化就

应当继续服用降脂药， 除非身体

不耐受， 例如转氨酶升高、 肌酶

升高， 胃部

长期不适等，

可以征求医

生意见不吃

降脂药。

咨 询 台

主持人： 张跃芝

咨询电话： 0731-84326252

E-mail:1052384738@qq.com

咳嗽是呼吸系统疾病最常见的症状

之一，引发咳嗽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

有感冒、支气管炎等，此外，肺脓肿、肺

炎、结核等多种肺及支气管疾病，吸入

有毒有害刺激性气体时均引起咳嗽。 当

咳嗽久治不愈时，就需通过检查查明原

因了。 以下的器械检查项目不同，但它

们在确诊咳嗽原因时各有千秋：

普通的 X 线摄片 它能检查出多数

的肺部病灶， 根据病灶的部位范围和

形态有时也可确定其性质， 如肺炎、

肺脓肿、 肺囊肿、 肺结核、 肺癌、 尘

肺等。

对深部的病变则用 X 线体层摄片、

CT、 MRI 检查。 CT 扫描的优越性在于

横断面图像无影像重叠， 能够发现 X

线胸片未能显示的病灶。

支气管造影 它可直接诊断支气管

扩张的部位， 形态， 也可直接诊断支

气管肺癌。 膈疝患者须用钡餐检查加

以确诊。

支气管镜 可以诊断支气管内异

物、 支气管内膜结核、 支气管肿瘤；

纵隔镜可以帮助诊断纵隔肿瘤和发现

纵隔淋巴肿大。

镓扫描 在肺部炎症病灶和结节表

现呈阳性， 不能作为监别肺癌与肺炎

病灶和结节病的手段。 因为在肺部炎

症病灶和结节中均有镓的聚集， 所以

必须结合临床相关资料进行鉴别。

湖南省胸科医院 席钊

3 月 11 日日本大地震后， 日

本福岛核电站几次爆炸造成放射

性物质泄漏， 当地政府已采取向

居民发放碘片等紧急措施。 我国

沿海地区部分群众担心， 有无必

要储备防辐射药品， 不少网络甚

至推出碘片、 防核辐射药物。 就

此， 3 月 15 日记者采访了湖南省

劳卫所副所长、 核辐射防治专家

李植纯教授。

记者： 现在网上流传核辐射

的防治药物， 是否可像平常的防

治感冒药物一样在家自备一点？

李教授： 个人不需要储备核

辐射的防治药物。 第一， 药物都

有一定的保质期限， 核辐射的防

治药物是极少时间能用上的， 所

以个人储备核辐射的防治药物是

绝对的浪费行为。

第二， 网上说的核事故应急

医学处理药箱， 是我国几十年的

研究经验， 根据核爆炸、 核事故

的致伤特点及受照人员早期应急

救治的需要， 选择 11 种防治急性

放射病的有效药物组装而成。 包

括急性放射病预防药及急性放射

病早期救治需要的治疗药、 主要

放射性核素阻吸收和加速体内排

泄的药物以及早期对症治疗等药

物。 主要用于核战争、 核电厂、

核燃料回收工厂、 核辐射场所突

发事故时应急处理和辐射损伤人

员的早期救治， 所以普通药店无

此类药物购买。 而且， 是药三分

毒， 核辐射的防治药物必须在相

关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使用。

第三， 一旦发生放射性物质

泄漏， 我国政府会采取措施，群众

可从我国政府官方的宣传窗口了

解和得到相关的救助，包括防治核

辐射的药物，所以个人不需储备。

记者： 平时工作生活中哪些

人群需要注意辐射的防护？

李教授： 平时生活中人们认

为的手机、 电脑、 电磁炉等生活

用品形成的辐射是极少的， 对人

体不会形成伤害。 但是， 从事放

射工作的人员， 是核辐射防护的

重点人群。

记者： 工作中核辐射防护的

重点人群要采取哪些措施？

李教授： 主要有以下几个措

施： 第一， 从事有可能被核辐射

职业的人员， 上岗时必须严格按

操作规程作业； 第二， 做好物理

防护就可以了， 一般用不着药物

防护； 第三， 从业人员每年要做

一次职业体检； 第四， 从业人员

上岗时必须配带个人剂量计。

本报记者 张跃芝

相关链接

春季很多人喜欢出门戴个

口罩， 希望能起到防流感传染

和户外花粉过敏的作用。 其实，

口罩戴得不适当， 不仅起不到

保护作用， 反成为引发疾病的

隐患。 所以， 戴口罩也是有讲

究的：

1、 戴好口罩后不要随意调

整， 不可与他人共用。

2、 口罩内外两面不能交替

使用， 否则会将外层沾染的污

物在直接紧贴面部时吸入人体。

3、 口罩应保持清洁、 干

燥。 一旦口罩潮湿， 须马上更

换清洁干爽的新口罩。

4、 戴口罩时间不宜过长，

一般 6 小时为上限。 否则， 长

时间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会使

自身抵抗能力下降。 特别注意

的是， 口罩只能降低受感染的

风险， 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

湘雅二医院 柴湘平

□用药误区

□

责

任

编

辑

张

跃

芝

版

式

洪

学

智

Ｅ
－
ｍ
ａ
ｉ
ｌ
押
Z
Y
Z
0
0
9
2
@
1
2
6
.
c
o
m

２
０
1
1

年

3

月

1
7

日

星

期

四

药

械

指

南

11

卫

生

报

因女性经期内免疫力

会下降， 身体极易受到各

种因素的影响， 尤其在服

药方面应谨慎， 否则可能

会对身体带来极大危害。

以下的八类药物， 在月经

期间千万别服用。

泻药 如硫酸镁、 硫

酸钠下泻作用较剧， 可引

起反射性盆腔充血， 故经

期应该禁用； 其他肠胃动

力药， 也应该慎用或忌

用。

性激素类药 女性的

性激素合成及代谢平衡与

月经周期密切有关， 因

此， 不可在经期使用性激素类药

物， 以免造成月经紊乱。 如雄激

素能导致月经减少、 停经、 周期

不规律等， 黄体酮 (孕激素) 能导

致乳房胀痛或阴道不规则出血。

阴道局部用药 治疗阴道炎症

的洗液、 栓剂、 泡腾片等应暂停

使用。 因为在月经期间， 子宫黏

膜充血， 宫颈口松弛， 加上阴道

里有积血， 非常适于细菌生长繁

殖， 若此时进行阴道局部用药，

稍有不慎就会导致细菌逆行侵犯

子宫腔及子宫内膜。

抗凝血药 可引起月经过多，

甚至大出血。 经期应避免使用香

豆素、 肝素、 溶栓剂等。

止血药 如安洛血、 维生素 K

等， 能降低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促使毛细血管收缩， 使用后会引

起经血不畅。 此外， 应慎用具有

较强止血作用的中药或中成药。

减肥药 因其多含有抑制食欲

的成分， 如果在经期应用， 可能

导致月经紊乱、 多尿或排尿困难，

或出现心慌、 焦虑等， 更有甚者

会出现闭经。

甲状腺素制剂 可能会造成月

经紊乱， 经期应该禁止服用。

活血化淤的中药 此类药物不

仅有抗凝、 抗栓的作用， 还能扩

张血管、 加速血液流动， 因此会

造成月经量过多。 周向前

经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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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口罩莫超 6小时

处于粉尘和大气污染的环境

中， 如骑车时、 到沙漠旅游、 沙尘

暴的日子、 阴霾天气、 酸雨天气、

大雾天等； 处于特殊场所， 如通风

条件差， 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等。

特殊职业者， 如医生、 餐饮业

从业人员、 粉尘环境作业人员等。

特殊时期， 如呼吸道传染病流

行期间， 以及照顾有流感症状的病

人， 请一定使用口罩遮住口鼻以免

受到感染。

哪些情况需戴口罩

防核辐射药品

个人不必储备

最新科研成果-磁氧体无管电磁

波捕鱼机（高效低耗）

各型号捕捞范围从 5 米至 180

米，适用于各种水域捕捞。 高效声控

吸引捕猎王：捕猎范围 1 千米至 4 千

米，适用于深山野林捕猎各种野生动

物。价格特优！欢迎洽谈购机或代理。

资料图片和现场捕鱼、捕猎光碟

免费索取：13877116418

电话：0771-4522808��传真：4522804

广西南宁市广琦电子厂

网址：www.nngqdz.com

上山打猎、下河捕鱼

（广琦产品帮您忙）

咳嗽久治不愈

需做哪些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