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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

秋高气爽， 正是最舒服的时节，
但秋乏总是不知不觉来到人们身边，
殊不知， 也有一些疾病会出现乏力症
状， 往往因不被大家所重视而忽略了
治疗， 使得病情加重。

今年 39 岁的赵红艳 （化名）， 来
自湘西州泸溪县 。 自 8 月份立秋以
来， 赵红艳感觉每天都无精打采， 特
别想睡， 还全身没劲， 稍微活动一下
就觉得累， 只想瘫坐休息。 长时间的
疲劳乏力让她的工作效率明显下降。
起初， 她觉得这是 “春困秋乏” 的正
常反应， 便也就没有重视， 认为稍微
调整一下就会恢复。

直到 10 月初， 赵红艳出现行走
困难和吞咽困难， 并伴有咳嗽、 咳痰
的症状。 此时的她才意识到， 自己近
几个月来的 “乏力” 是生病的表现。 在
家人的陪伴下， 赵红艳前往当地医院就
诊， 经当地医院检查后， 考虑她患有
肺结核合并多发性肌炎的可能 ， 建
议她前往上级医院进一步治疗。

随后， 赵红艳来到湖南省胸科医
院内三科就诊， 经过详细检查后， 她
被确诊患有肺结核、 多发性肌炎、 肺
部感染、 低蛋白血症等疾病。

“患者出现疲劳乏力症状是由多
种疾病叠加引起的。” 内三科主任梁
珍解释道 ， 多发性肌炎和结核病都
会出现乏力的症状， 多发性肌炎是一
组以特发性炎症性肌病为特征的自
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病 ， 而肺结核是
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引起的呼
吸系统传染病。

针对赵红艳的情况， 梁珍立即组
织科内医务人员开展分析讨论， 决定
将抗结核治疗与多发性肌炎等疾病的
对症治疗同步进行， 并为其制定了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 目前， 经过对症支持
治疗后， 赵红艳的病情明显好转。

“只怪我自己太大意了， 一直以
为自己的病情是秋乏造成的 ， 要是
能早点到医院治疗就好了。” 10 月 28
日， 赵红艳后悔地说道。

【医生提醒】
“多发性肌炎主要见于成人， 其

特征为四肢近端肌肉无力。” 梁珍表
示， 该病女性发病人群多于男性， 成
人发病年龄以 40 至 60 岁为主， 多发
性肌炎多数起病缓慢， 少数呈急性
或亚急性发病。

梁珍介绍， 多发性肌炎的主要症
状是皮肤和肌肉受累， 还伴有全身不
适、 发热、 头痛、 关节痛， 该病致死
的常见原因有呼吸困难， 或膈肌、 肋
间肌病变， 或间质性肺炎引起呼吸衰
竭， 或因病变累及心肌后产生心力衰
竭， 或因咽、 食管上部等病变导致吸
入性肺炎。

“单纯多发性肌炎及早诊断和治
疗， 预后良好。” 梁珍提醒， 在日常
生活中如果出现无明显诱因的全身
乏力， 一定要及早去正规医院检查，
以免延误病情， 给生活和工作造成严
重影响。

（据湖南省胸科医院公众号）

34岁男子突发中风
警惕中风年轻化

34 岁的小陈是一家烧烤店
老板， 每天忙碌到深夜甚至是
次日凌晨 2 时， 长期睡眠不足。
近日， 小陈突发头晕 、 视物旋
转、 行走不稳 、 胸闷 ， 家人见
状立马将小陈送到当地医院治
疗。 但小陈的症状并没有好转，
病情继续加重， 第二天出现了
左侧眼睑闭合不全、 额纹消失、
鼻唇沟变浅， 右侧肢体 、 颜面
部麻木， 复视 ， 行走不稳需搀
扶 ， 吐词欠清 ， 恶心等症状 。
为寻求中西医结合治疗 ， 小陈
及家人来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
院附属医院脑病一科 （神经内
科） 就诊。

经 急 查 MRI （磁 共 振 成
像）， 医生发现小陈左侧小脑脑
干新近梗死灶， 梗死灶面积大，
诊断为缺血性脑卒中。 经过 14
天精心治疗， 小陈平稳渡过急
性期难关， 病情好转。 通过中
西医结合治疗和康复锻炼 ， 小
陈头晕 头 痛 明显 减 轻 ， 左 侧
眼睑闭 合 不全 明 显 改 善 ， 右
侧 肢 体 、 颜 面 部 麻 木 明显缓
解， 行走不需搀扶， 顺利出院。
出院后 2 周 ， 医生通过回访了
解到， 他的语言与行走能力均
已恢复。

年仅 34 岁的小陈怎么就突
发脑卒中了？ 医生介绍， 34 岁
的小陈工作压力大 ， 饮食 、 作
息不规律， 经常熬夜通宵 ， 导
致出现中风症状。 缺血性脑卒
中是最常见的一种脑卒中 ， 又
称为脑梗死或者脑梗塞 。 脑梗
死发病 3 至 4.5 小时内， 可以进
行溶栓治疗 ； 脑梗死发病 6 至
8 小时内 ， 可根据患者情况进
行介入取栓术。 小陈发病已经
超过 12 小时， 以上方法都不适
用， 可以采用脑梗死急性期的
常规治疗， 主要以药物防治脑
水肿、 抗血小板聚集 、 降脂稳
斑、 针对原发病等进行基础治
疗。

医生提醒 ， 患者出院之后
也应该继续进行康复锻炼， 增
强免疫力， 按时按量服药 ， 定
期复查， 预防再发中风。 此外，
要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 作息
规律， 适当放松， 保持心情舒
畅。

（据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附属医院公众号）

功能性消化不良表现为上腹痛、
上腹胀、 早饱、 嗳气、 食欲不振、 恶
心、 呕吐等不适症状， 是消化科最常
见的疾病之一， 全球患病率约为 11%
至 29.2%。 由于本病发病机制不完全
明确， 西医没有特效药物， 病情反复
发作，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中医
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并不局限于脏腑
本身， 认为消化不良虽表现在胃， 但
又不单纯是胃的问题。

中医认为， 功能性消化不良多由
感受外邪 （受凉 ） 、 饮食不节 （积
食）、 情志失调、 劳倦过度、 先天禀
赋不足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 。 这些
因素中 ， 情志失调 （抑郁或烦躁易
怒 ） 更突出 ， 当肝气郁结 、 肝失疏
泄 、 横逆犯胃时 ， 脾胃就会升降失

和， 表现为胃脘胀满或疼痛。 这点与
西医认识是一致的， 西医认为本病属
于功能性疾病， 是与情绪、 精神紧张
密切相关的疾病。 此外， 肝主情志，
当人情绪不顺遂就会影响到肝 。 而
肝和脾关系密切， 肝气畅达则脾胃运
化通畅 ， 肝郁则气行缓慢 （气滞 ），
脾胃运化也就缓慢下来 ， 脾气不升
胃气不降， 容易出现上腹饱胀、 食欲
不振、 恶心呕吐等病症。

因此， 如果日常出现消化不良是
在心情不好时， 心情好时没有症状，
同时伴有两侧胁肋部不适 （胀 、 痛
等）、 爱打嗝、 喜欢深呼吸后叹气这
类肝郁表现的话 ， 那么这种消化不
良属于肝郁型 ， 单独治胃往往是不
够的。

疏肝治疗消化不良可选择中药汤
剂或中成药， 应在医生指导下辨证服
用逍遥散、 柴胡疏肝散、 气滞胃痛颗
粒、 胃苏颗粒、 舒肝顺气丸等。 除了
药物， 也可选择五禽戏、 八段锦等舒
缓情绪的运动作为辅助， 适当运动可
以促进胃肠道蠕动， 缓解消化不良。

同时， 推荐大家喝一个代茶饮：
取陈皮、 橘红、 佛手、 代代花各 3~5
克 ， 用开水沏泡 ， 每日频服 。 食疗
方 ， 推荐佛手陈皮粳米羹 ， 取佛手
30 克、 陈皮 30 克， 加水 500 毫升煮
沸， 后放入粳米 50 克， 熬煮 30 分钟
后服用。 其中， 佛手疏肝和胃， 陈皮
行气和胃， 粳米健脾和胃， 尤其适合
肝郁脾虚的消化不良。

（据 《生命时报》）

“春捂秋冻” 是前人总结出的保
健经验， “秋冻” 是指秋季气温稍凉
爽， 不要过早过多地增加衣服。 但这
要讲究科学， 注意因人而异， 不能盲
目从事。

适当 “秋冻” 可使人体的抗御机
能得到锻炼， 从而激发机体逐渐适应
寒冷环境的能力 ， 对预防许多疾病
（如感冒、 气管炎、 肺炎等） 的发生
起到积极作用。 同时， 健身运动也要
讲究耐寒锻炼， 如果身体、 场地等条
件允许， 进行秋泳则更好。 当然， 锻
炼项目可根据各人的不同年龄 、 体

质、 爱好等加以选择。 特别在晚秋，
当周身微热尚未出汗即应停止运动，
不使阳气过多外耗。

仲秋气温开始下降， 虽凉却不甚
寒， 这是 “秋冻” 的较佳时期， 身体
健康、 抵抗力较强的人群可迟一点、
少一点添装， 以利锻炼人体的自身调
节能力。 晚秋气候变化较大， 早晚温
差增加， 特别是秋冬交接之际， 常有
强冷空气侵袭， 以致气温骤降， 此时
就不能一味强求 “秋冻”， 而要及时
做好防寒保暖， 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冻坏身体或加重原有病情。

总之， “秋冻” 要根据当地天气
变化、 身体健康程度而定。 一般情况
下， 日照温度在 15℃～20℃时， 正常人
可适当减少穿衣； 但真正到了接近初冬
（当室外早晚气温降低到 10℃左右） 时，
这一原则就不再适用。 尤其在冷空气袭
来气温骤降时， 人们应该注意及时添
衣加被， 防止身体受冻而生病。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 心脑血管患
者、 支气管炎患者、 哮喘患者、 胃病
患者、 婴幼儿、 体弱多病老年人应谨
慎或不宜 “秋冻”， 而应随气温降低
及时添衣。 （据 《大众卫生报》）

当心藏在“秋乏” 背后的疾病

有些消化不良， 该疏肝了

健康提醒

“秋冻” 要讲科学

寻医问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