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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卡通

������俗话说 ， “一场秋雨一场
寒”。 近几天由热转凉的换季天
气让很多朋友出现鼻塞流涕、 咽
喉疼痛等症状， 而这正是秋季感
冒的典型表现。 感冒一般分为普
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 普通感冒
多是由鼻病毒、 冠状病毒等少数
合并细菌感染引起， 往往个别出
现； 而流行性感冒也就是流感，
又分为甲型、 乙型、 丙型三型，
是由流感病毒引起， 常有明显的
流行性和较强的传染性， 容易引
起暴发性流行。 二者症状差异明
显， 普通感冒起病相对较慢， 有
咽干、 咽痒、 咽喉肿痛、 声音嘶
哑、 咳嗽等症状， 一般 5 到 7 天
便可缓解或痊愈。 流行性感冒则
症状相对急重， 还伴有高热、 头
疼、 全身乏力， 关节酸疼等明显
特征， 发烧一般会持续 2 到 3 天
甚至更久。

在中医中， 感冒常有风寒、
风热等的区别。 风寒感冒指因受
凉而引起的感冒， 风寒感冒者往

往怕寒怕风， 咳嗽多痰， 鼻塞流
清鼻涕 ， 无舌苔或薄薄白色舌
苔， 全身酸痛， 其主要特征是怕
冷畏风。 风热感冒则是由风热犯
表引起， 通常表现为发热重， 咽
喉肿痛 ， 多黄色鼻涕 ， 舌边泛
红， 易口渴， 喜冷凉饮品。 针对
风寒感冒， 应选用疏风散寒的药
物， 而针对风热感冒可以选用清
热解毒的中成药。

感冒的病程可分早期 、 中
期、 恢复期。 早期各种症状相对
明显， 包括发烧、 咽喉肿痛、 鼻
塞等； 中期发烧症状有所缓解基
本消退， 会出现热退咳存或热降
咳存， 主要为咳嗽， 常常伴有嗓
子痒不舒服； 到了恢复期， 感冒
各种症状逐渐消退， 但是还会有
余热未清、 口干等症状。 很多感
冒患者通过治疗， 感冒症状逐渐
消失只剩下咳嗽时， 就认为感冒
已经好了不用再治了， 结果导致
咳嗽迁延不愈， 而长久咳嗽甚至
怀疑自己得了更严重的疾病。

感冒是可以预防的， 首先要
注意个人防护， 随时添加衣物，
避免到人多空气不流通或是流行
性感冒频发的地区， 最大程度降
低感冒风险； 其次是作息规律、
劳逸结合 、 饮食有节 、 少食辛
辣、 适当运动， 对于抵抗力差容
易感冒的朋友不妨在家里备点药
以备不时之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急诊科博士 吴义春

������咳嗽是呼吸系统疾病最常见
的症状， 因很多患者长期被误诊
为慢性支气管炎或支气管炎， 故
大量使用抗菌药物 ， 但效果甚
微。 因为诊断不清反复进行各种
检查， 导致许多无效的治疗， 不
仅增加患者的痛苦， 而且加重了
其经济负担。

其实， 咳嗽本身是人体的保
护性反射动作， 通过咳嗽可以清
除呼吸道分泌物和气道内异物。
而长期、 频繁、 剧烈咳嗽就属于
异常的病理现象。 通常按时间分
为急性咳嗽 （时间＜3 周）、 亚急
性咳嗽 （3-8 周 ） 和慢性咳嗽
（时间≥8 周）。 慢性咳嗽最常见
的原因有咳嗽变异型哮喘、 鼻后
滴流综合征 、 胃食管反流性咳
嗽、 嗜酸性粒细胞性支气管炎，
这几种占呼吸内科门诊慢性咳嗽
比例的 70%-95%。 另外还有慢
性支气管炎、 支气管扩张、 支气
管内膜结核、 变应性咳嗽、 心理
性咳嗽以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
制剂性咳嗽 （药物所致） 等。 因
此，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史选择
有关检查， 而 X 线胸片可作为慢

性咳嗽的常规检查， 如无明显病
变， 则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

慢性咳嗽的病因相对复杂，
多数慢性咳嗽与感染无关， 无需
使用抗菌药物治疗。 对咳嗽原因
不明或不能排除感染时， 慎用糖
皮质激素， 如果是药物所致的咳
嗽， 要及时停服该类药物。 若是
食胃管返流性咳嗽， 可口服制酸
剂， 还可服用促胃动力药如多潘
立酮等。 对感冒后咳嗽， 抗菌药
物治疗无效， 通常能自行缓解，
可短期应用中枢镇咳药和抗组胺
H1 受体拮抗剂。 如果滥用抗生
素非但改善不了症状， 反而会促
进细菌产生耐药性， 当真正发生
细菌感染时， 药物就有可能失去
疗效。

还有一些人认为咳嗽不用治
疗， 扛一扛就过去了。 其实， 如
果在咳嗽的起初得不到及时有效
的治疗 ， 很容易使咳嗽频繁发
作， 导致许多不适而影响工作和
生活， 还可因未及时明确病因而
延误病情。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衡阳医院
呼吸内科 詹济舟

张医生：
我的脚背上有一颗黑痣，

比较大， 圆圆黑黑的， 直径
有 6 毫米左右。 请问痣会癌
变吗？ 是不是切掉比较保险？

北京读者 严小姐
严小姐：

一般来说， 每个人的皮
肤上都有大大小小的痣， 很
多是上皮内痣， 算是一种色
素痣， 是良性的， 不用处理，
可以继续观察。 如果短期内
（比如几个月甚至几周） 痣快
速增大， 或是痣的形状变得
不规则， 边界变得模糊， 颜
色也不均匀， 或是无缘无故
地会自己破溃、 出血、 瘙痒、
疼痛等 ， 就有可能恶变了 ，
应立即到医院皮肤科就诊 ，
让大夫进一步确诊 。 反之 ，
如果痣一直比较静止或缓慢
变大， 恶变的可能性就不大。

皮肤上的痣不要轻易打
扰它， 如果觉得影响了容貌，
也必须根据皮肤科医生的医
嘱决定是否用手术切除。 但
不管怎么样， 不要用激光或
者冷冻治疗方法除掉痣， 因
为激光点痣不易点干净， 残
留的色素还有可能复发， 如
果反复点的话， 实际上是个
不小的刺激， 会影响痣的发
展。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皮肤科医师 李倩茜

������我们的肺每天在吸入空气的同
时， 还会吸入粉尘、 烟雾、 微生物
等。 虽然肺叶上排列的细小纤毛能充
当肺的 “清洁工”， 但长时间吸入各
种有害物质， 也难以应付， 甚至会出
故障。

手脏了可以用水洗， 肺脏了怎么
洗呢？ 洗肺， 医学上称为大容量全肺
灌洗术， 也就是给肺 “洗个澡” 的手
术。 可治疗矽肺、 煤工尘肺、 水泥尘
肺、 电焊肺、 铸工尘肺等职业病， 治
疗肺泡蛋白沉积症和难治性哮喘等疾
病效果好。 但它要反复多次做， 而且
费用昂贵， 容易产生依赖性， 必须严
格遵医嘱进行治疗。

由此可见， 要想肺部清洁， 洗肺
不如预防、 减少污染源。 首先是不要
吸烟， 经常处于吸烟环境应多喝水，
加速排出体内有害物质。 其次就是清
洁空气， 避免吸入粉尘、 烟尘、 尾
气、 雾霾等。 另外， 可以适当多吃苹
果， 苹果皮中的果胶和抗氧化物能减
轻肺部的炎症反应。

肺部疾病的高危职业人群更应该
加强劳动保护意识， 做好自我防护措
施。 例如， 建筑工人会吸入大量的建
筑粉尘， 导致肺癌、 间皮瘤、 石棉沉
滞病危险大增。 建议大家工作时务必
戴口罩， 尽量不要吸烟； 从事制造业
的工人经常暴露于粉尘、 各种化学物
质中， 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危险大
增， 建议加入化学添加剂时， 给容器
盖上盖子， 同时戴上过滤口罩； 纺织
工人吸入棉花等材料的颗粒物， 会导
致棉尘肺， 建议大家在工作中既要戴
好口罩， 又要经常让房间通风； 糕点
烘焙师接触大量的面粉粉尘， 会增加
哮喘危险， 工作中应始终佩戴口罩，
既卫生， 又护肺； 汽车喷漆会刺激皮
肤、 诱发过敏和导致胸闷， 操作环境
应通风， 操作时应佩戴好口罩、 手套
和护目镜； 职业司机和加油站工人长
期接触大量粉尘及汽柴油尾气， 应避
免正面直接接触尾气， 最好佩戴保护
口罩； 煤矿工人尘肺病危险更高， 大
家要禁止在矿井内吸烟， 同时使用防
尘口罩。

湖南省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控科
医师 曾菊芳

秋季易感冒 防治有对策

肺脏了，
洗肺不如防住污染源

多数慢性咳嗽无需抗菌治疗

�������造成老年人贫血的原因
很多， 其中经常喝浓茶也是
重要因素之一。 茶中的鞣酸
与铁结合会形成一种不溶物
质， 影响铁的吸收， 造成缺
铁性贫血。

图/文 陈望阳

常喝浓茶
易致贫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