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尘
肺
患
者
最
好
定
期
评
估
病
情

������8 月 15 日上午， 在湖南
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三科
病房内， 55 岁的梁师傅安静
地半坐着靠在床头， 他的胸
部插着一根手指粗的管子，
管子的另一头接着一个装着
水的引流瓶， 水中不时地冒
着气泡， 这已是他第 13 次
住院了。

“我以前在煤矿工作，
在煤矿井下挖了半辈子的
煤， 5 年前患了尘肺， 并且
是尘肺三期， 最近 3 年病情
进展得很快， 3 年中我有一
半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还并发过 5 次气胸。 平时出
气困难得很， 什么事情都做
不了， 连洗个澡都要休息几
次”。 梁师傅吃力地诉说着，
“好在省职业病防治院的医

护人员都很关心我， 给了我重生的
希望。”

尘肺是最常见的职业病之一，
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 病情会逐渐
加重， 最终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 因此， 一旦确诊患上尘肺， 一
定要调离粉尘作业岗位， 适当安排
其他工作或休养， 患者应引起高度
重视， 消除恐惧心理及麻痹大意思
想。 因为尘肺病情是不断变化的，
所以建议有条件的患者每年住院
1-2 次以评估病情， 及时治疗， 防
止病情加重和并发症的发生 。 另
外， 尘肺患者要合理安排生活， 保
证充分的睡眠、 适当的体育锻炼
等， 避免酗酒和戒烟。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三科
主任医师 肖雄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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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医生信箱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有要咨询
的问题，请联系本版责任编辑。

邮箱：57042518@qq.com
��������电话：0731-84326251

������心电图、 X 线胸片 血压过高
会增加心脏负荷， 使得心脏代偿性
肥厚、 增大， 因此， 心电图和胸片
可以明确高血压患者的心脏功能状
况， 并判断是否有心脏肥大， 是否
存在心肌劳损或合并冠心病等。

眼底检查 眼底的血管是全身
唯一通过仪器可以观察到的血管，
通过观察眼底血管， 可以了解周身
小血管病变的程度， 以及高血压的
严重程度。 如视网膜小动脉普遍或
局部狭窄表示小动脉中度受损； 如
视网膜出血或渗出， 或发生视乳头
水肿， 说明体内其他重要脏器如心、
脑、 肾等已受不同程度损害。

尿常规检查 可以了解有无早
期肾脏损害。 若尿中有大量尿蛋白、
红细胞、 白细胞、 管型， 则应考虑
是否为慢性肾炎引起的继发性高血
压； 若仅有少量尿蛋白 、 红细胞，

则可能是原发性高血压所致的肾损
害。

血液生化检查 主要包括尿素
氮、 肌酐、 电解质 、 血脂、 血糖、
血尿酸等， 可以明确肾损害的严重
程度， 还可以了解是否存在其他危
险因素， 如高脂血症、 糖尿病、 高
尿酸血症等。

其他检查 24 小时动态血压监
测可以了解昼夜血压变化， 以便合
理指导用药时间、 剂量， 一般患者
都需做该项检查。 此外， 为排除继
发性高血压， 还需做一些特殊检查，
如血浆肾素、 醛固酮， 血尿儿茶酚
胺及其代谢产物， 血尿皮质醇， 尿
17-羟皮质类固醇 ， 肾上腺 B 超 、
CT、 核磁共振， 颈动脉、 肾动脉及
脑动脉多普勒超声等。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心血管科主任医师 徐浩

张医生：
我孩子患有支气管哮喘，

经常反复发作， 但是前几天
的一次发作情况特别严重，
出现了呼吸困难、 面色苍白、
心跳加快， 我们吓得连忙送
了医院。 请问， 如果再次出
现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进
行急救？

读者 向先生
向读者：

哮喘是一种与气道高反
应性相关的呼吸道慢性炎症
性疾病， 一旦急性发作， 患
者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 气
促、 胸闷、 咳嗽， 严重者可出
现血压下降、 大汗淋漓， 甚
至昏迷。 如果患者家中发作，
在等待专业救援的同时， 家
人可先按以下方法施以急救。

首先 ， 协助患者取坐位
或半卧位休息， 或让患者抱
着枕头跪坐在床上， 此体位
有利患者呼吸； 有条件者可
迅速取出家用氧气瓶 ， 以 3
升/分钟的高流量氧气给患者
吸入， 并给予短效的 B2 受体
激动剂 （如沙丁胺醇喷雾剂）
1-3 喷， 必要时 20-60 分钟重
复吸入一次； 其次， 应保证
室内通风， 空气新鲜， 注意
患者保暖 ， 保证环境安静 ，
消除患者紧张情绪， 且密切
观察病情。

张医生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对于预防口
腔疾病是十分必要的， 正常情况下，
应每年进行一次常规检查， 但不同
的年龄段， 检查的重点有所不同。

新生儿时期应着重检查有无唇
裂、 腭裂等先天性畸形， 以及有无
诞生牙及 “马牙子”。

儿童时期应注意牙齿的萌出与
替换情况， 有无额外牙、 先天性缺
牙、 牙列不齐、 反牙合等， 以及一
些不良的口腔习惯， 如偏侧咀嚼、
吐舌、 咬唇等。 另外， 该时期还应
特别注意其发音是否清楚、 有无舌
系带过短等， 以及有无龋齿。

青少年时期主要检查有无龋病
和牙周病。 由于该阶段是第三磨牙

的萌出期， 应注意有无第三磨牙阻
生及冠周炎等情况， 还应检查有无
颞下颌关节弹响、 疼痛、 张口困难
等颞下颌关节疾病。

对于成年人而言， 龋病和牙周病
仍是检查的重点， 同时还应注意有无
口腔黏膜白斑、 扁平苔藓等疾病， 对
牙齿磨损和楔形缺损也应早期预防。

老年人口腔检查的重点与成年
人类似， 但还应注意缺牙及修复情
况， 以及剩余牙及牙根的磨损情况。
老年性口腔黏膜白斑、 红斑等癌前
病变的检查要特别重视， 常见的口
腔肿瘤也要有所警惕。

长沙市口腔医院特诊科
主任医师 戴丽霞

不能只盯着血压
�������林女士最近被确诊患上了高血压， 确诊后， 医生给她开出了一系列化验单： 抽血、 心电图、 胸
片、 眼底检查……林女士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 “开点降压药不就完了， 还开这么多检查干嘛？”
医生看出了林女士的“心事”， 忙解释说： “做这些检查是有原因的， 一是要了解引起血压升高的
原因； 二是为了明确高血压的严重程度， 心、 脑、 肾等重要器官是否受到损害？ 三是为了了解是否
还有其他合并症， 为合理的个体化用药提供依据。” 林女士听了医生的解释， 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疑
惑。 那么， 高血压患者到底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不同年龄段口腔检查各有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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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痛风“战斗”的日子
2003年，笔者左脚肿痛难忍，检查是痛

风。大夫还调侃说：“看来你的生活条件不错
嘛。 ”由此才知，痛风还是一种“富贵病”。

久病成医，自从与这个病结下不解之缘
之后，确实尝到了发作期的无尽苦头，而且了
解到可怕的后果：痛风可引起尿毒症，治疗痛
风的药物无非都是抑制嘌呤，利尿排酸，消炎
止痛，对肝肾都有损伤，看似指标下降，但代
价严重———小便里泡沫越来越多就是证据。

西藏旅游的意外收获
我 56 岁那年， 也就是 2008 年夏天去西

藏旅游，因迷恋当地美食，多吃了几口，没想晚
上痛风突然发作，本来要去医院，导游却将我
带到了一藏民家中。这位藏民拿出几粒黑色小
药丸，示意我吃下去，我将信将疑的吃了两粒，
没想到从晚上 9 点开始服药，到凌晨 1 点多几
乎就不疼了，早上起来，关节肿痛也消了！询问
得知， 昨日拜访的是藏族名医———多吉尼玛，
吃的药， 是他家四代秘制祖传的痛风特效药，
很多游客痛风发作，导游都往多吉尼玛家带！

旅游 1个月，吃药 30天，亲眼看到小便由浊
变清，泡沫少了，气味淡了，我明白这是药物起作
用，身体里的尿酸、痛风石正在慢慢排出。有一
次喝了 3 杯青稞酒，吃了一大块牛肉，痛风也
没发作！我觉得这个药很管用，就从多吉尼玛
家带了 1 年的药回家。

回来后， 去医院检查， 尿酸从离家前的
584 降至了 478！经朋友———中医药大学教授
帮忙检测，发现该药丸，除有“消炎止痛、平衡
酸碱”作用外，无伤肝伤肾副作用，同时还具
健脾、补肾、和胃、滋肝作用，通过调理五脏，
达到纠正嘌呤代谢紊乱的目的， 从而治疗痛
风，这也是它的独到之处。

服药 6 个月，痛风石几乎消失不见，关节
变形恢复，溃烂愈合，尿酸降至 376！

30 天尿出半斤痛风石
笔者一个老同事，痛风 15年，关节肿的像馒

头，因为脚经常肿痛，穿了 10 年拖鞋。我把药
给了他一些，吃了一周，双脚就明显消肿了。
而且在用药期间， 能明显看出鱼籽样的颗粒
结晶，也就是尿酸结晶，顺着小便排出来。 用
了一个月，发硬的关节变灵活了，从手脚关节
排出来的痛风石，能有半斤！

一传十，十传百，亲戚朋友得知我治好痛
风的经历，竟纷纷向我拿药，我又多次与藏医
多吉尼玛联系开药；几年来，我和他成了好朋
友！单是我身边的痛风病号用他的药，就有四
五百人完全康复了。

据本人与周围病友的治疗体会，这个药，
快则 1 天，慢则三五天就能止疼消肿，而且不

伤肝肾；用药一段时间后，病情不会反复，关
节轻松，小便清澈，不再有泡沫，胃口正常，睡
的也香，精神头也足了！

疗效确切，服务贴心
据悉，该药秘方已在北京、拉萨、广州、上

海等十多家医院临床实验，已被有关权威部门
批准为国药准字号（Z54020041）治疗药物“二
十五味儿茶丸”。 现在此药已在全国大范围推
广，而且有全国痛风康复中心贴心的服务。 本
人和身边几百例患者的康复经历，真心向您推
荐它———“用足六个月，健康后半生”！ 如果您
还在忍受痛风的折磨， 请在每日 8:30 至 17:30
拔打全国免费痛风康复热线：400-888-3181，相
信一个电话定能给您带去福音！（刘勋贵 /文）

好消息：“告别痛风， 全国大型爱心援助
活动”开始了！ 8月 18日至 8月 25日“二十
五味儿茶丸”买 3疗程送 1疗程，买 5疗程送
2疗程，另送双重健康大礼：价值 398元的草
本降酸茶一盒，价值 78元的黑苦荞养生茶一
罐，赠品有限，先买先得！ 优惠代码：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