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分门别类：对自备的药品进行分类，
做到心中有数。

2、标明购入日期与药名：存放药的瓶、
袋、盒上的原有标签要保持完整，药名要清
楚、正确。

3、阴凉干燥处存放：药品应放在干燥、
避光和温度较低的地方。

4、 药品不宜混装： 不宜用以前装药品
的空瓶子存放另一种药物，以免引起混淆而
错服药物。

5、适时淘汰与补充：经常清查药箱，及时
淘汰过期药物，不可吝惜，并相应补充新药。

6、因人而异选择用量：一般药品说明书
上药物剂量是指 18－60岁成人的用量。

7、远离儿童。

“家庭药箱”七项注意
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胸外科 罗金文

本报讯（实习记者 张纪 ） 近期，湖
南省马王堆医院为老年朋友们推出送健康，
送快乐，进社区的“千百十”志愿者社区大行
动及回访“十大寿星”、“健康之星”、3 场大
型义诊等系列活动。

院长戴爱国介绍，“千百十”活动是指
医院将对周边社区 65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
1000张“健康服务联系卡” 及面值 50 元的

“代金券”；对社区 100 名空巢、孤寡、高龄老
人发放免费体检卡；选取 10 名行动不便、高
龄、孤寡、特困老人进行上门体格检查服务。
健康服务联系卡上有医院简介，志愿者专家
的姓名、专业、联系电话，志愿者专家提供 24
小时免费咨询服务。

活动期间， 新入院的手术患者免手术
费， 医保病人免手术费同等金额的自费部
分，药费、门槛费不在优惠之列。 凡 65 岁以
上的老年人到省马王堆医院门诊就诊，免挂
号费，治疗费和检查费均优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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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并非越疼越好

康体指南

很多人早起都有喝水的习惯。 可早起这
第一杯水该怎么喝最健康， 却有着不少的学
问。

首先应该承认，早起第一杯水很有必要。
每天夜晚都是水分的高消耗时段。 因为人们
在睡觉的时候会从皮肤、呼吸、尿中消耗掉大
量的水分， 早上身体就会处于生理性缺水的
状态。 所以晨起需要喝一杯水来补充代谢所
消耗的水分。 此外，在补充水分的同时，晨起
喝水还能刺激肠胃的蠕动，湿润肠道、防止便
秘。 那这一杯水该怎么喝、喝什么呢？

白开水：最好的选择
白开水是天然状态的水经过多层净化后

煮沸而来的，水中含有钙镁等无机盐类，而有
害身体的微生物已经被杀死。 另外白开水中

不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既能补充
细胞水分，又能降低血液黏稠度，利于排尿。
通常饮用白开水半个小时以后， 身体就会排
出前一夜的代谢物。

盐水：便秘者适用
盐水具有清肠、通便的作用，因此，清晨

饮用淡盐水即可缓解便秘症状。 而盐水的其
他功效与白开水相差无几。 值得注意的是，清
晨喝下的盐水须为淡盐水， 就是在白开水中
加入适量的盐，以喝不出咸味为标准；过咸的
盐水会加重高渗性脱水，令人感到口干。

当然，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肾
功能异常的患者要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量，就
不宜喝盐水作为清晨空腹的第一杯水了。 因
为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期，盐

水会使血压更高。
柠檬水：时尚不实用
柠檬水一般是用在白开水中加入柠檬而

制成， 这样就使白开水中增加了维生素和柠
檬酸。 从好的方面来看，柠檬酸可以有效的刺
激肠胃分泌胃酸，增加食欲。 但是，从另一方
面来说，长期服用柠檬水会引起钙的流失，并
且胃酸分泌过多。

果汁、可乐：最坏的选择
果汁、可乐、咖啡等类饮品，不应该作为

清晨的第一杯水。 因为这类饮品含有糖、脂
肪、蛋白质，饮用后需要消化和吸收，不但会
加重肠胃的负担， 还会失去清晨第一杯水清
扫体内环境的作用，更不能有效补充水分，不
利于身体健康。 （据《北京晚报》）

著名歌手齐秦在拔火罐时被严重烧
伤， 此事件的发生为热衷于中医传统理
疗的人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如今，拔
罐、刮痧、按摩等古老的中医理疗术被当
做一种保健和治疗手段， 颇受人们的喜
爱。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实施操作过程中
倘若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或者忽视了各
自的注意事项而盲目进行， 非但不能祛
病健身，还有害于健康。

按摩误区：越疼越有效
很多人在选择按摩进行理疗时，往

往以自我感觉作为衡量效果的标准，认
为越疼效果越好，其实这是错误的。 按摩
的基本要求有 4 个，即均匀、柔和、有力、
持续，其中柔和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按摩
与不柔和、不为人体所适应及接受的“外
来暴力”的区别所在。

拔罐误区：选择火罐最好
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认为拔火罐

最好，其实这是片面的。 火罐需要专业的
技术，否则轻者易烫伤，重者易烧伤。 所
以， 建议人们在家还是以选择拔真空罐
的理疗方式为宜。

刮痧误区：出痧越多越好
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认为刮痧时

出痧越多越好，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出
痧的多少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般情况
下，血淤症、热症患者出痧多，而虚症、寒
症患者出痧少；服药过多者，特别是服用
激素类药物的人不易出痧；肥胖者与肌肉
丰满的人不易出痧；室温较低时出痧往往
不明显。 因此，如果一味追求出痧而使用
重手法或延长刮痧时间，最终只会伤害身
体。

（据《家庭保健报》）

快速止血 11法
如果不小心被割伤， 一下子又找不

到绷带怎么办？ 美国“寻找家庭疗法”网
站撰文指出， 家里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
止血。

冰块。 从冰箱里拿出冰块放在伤口
上，有止血作用。

姜粉。 把姜粉直接撒在伤口上，几分
钟内，就可以看到血止住了。

辣椒粉。 辣椒粉直接撒在伤口上，也
能止血。

绝缘胶布。 将绝缘胶布缠在伤口周
围，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止血效果。

玻璃。 玻璃表面带有负电荷，它会以
一种很健康的方式促进血液凝固。 用一
片玻璃按压伤口 5—10分钟就可以止血，

不过要小心玻璃片造成再次划伤。
盐水。 把受伤部位浸泡在盐水里，虽

然有点痛，但效果不错。
淀粉。 如果被割伤，将淀粉撒在伤口

上就可以了。
面粉。 面粉吸收了血液中的水分，也

就促进了血液的凝固。
明矾。 用明矾对付被蔬菜擦等挫伤

的伤口特别有效， 直接把明矾块按在伤
口处，几乎可以立刻止血。

咖啡粉。 咖啡豆磨成的粉末同样可
以撒在伤口上用于止血。

茶包。 把茶包用冷水浸泡一下，然后
敷在伤口上， 按住 10 分钟， 血即可止
住。 （据《生命时报》）

健康讲堂
养生保健

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清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晨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杯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怎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么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家庭医生

健康资讯

马王堆医院志愿者
进社区

吃鸡蛋有讲究
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 2科 李礼

鸡蛋含有人体几乎所有需要的营养物
质，故被人称作“理想的营养库”，但是，鸡蛋
不可以多吃，一般来说，孩子和老人每天一
个，青少年及成人每天两个比较适宜，正确
的吃法应该是吃整个鸡蛋，蛋白中的蛋白质
含量较多，而其它营养成分则是蛋黄中含得
更多。

吃完鸡蛋后，不要立即饮茶，因为茶叶
中含有大量的鞣酸，鞣酸与蛋白质合成具有
收敛性的鞣酸蛋白质，使肠蠕动减慢，从而
延长粪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不但易造成便
秘， 而且还会增加有毒物质和致癌物质，被
人体吸收危害人体健康。

久咳不愈当心
变异性哮喘

湖南省儿童医院呼吸 2 科 安照辉

咳嗽变异性哮喘是一种以慢性咳嗽为主
要或唯一临床表现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哮喘，
常常表现为阵发性干咳、少痰，常在夜里和清
晨发作，接触冷空气或是在感冒后，以及接触
了刺激性气味后诱发发作， 多在春秋季节发
作，可持续数月不愈，患者一般是过敏体质，
患过湿疹或过敏性鼻炎。 而且胸片的检查和
血液的检测，肺功能都在正常范围内。

结合临床的症状和检查结果， 一旦确
诊，应该按哮喘患者的治疗方案坚持长时间
规范的治疗，定期的复诊和随访，才能达到
控制咳嗽进而治愈的效果。

如何护理“汗”宝宝
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内科 吴玉琴

宝宝经常在睡眠时出汗，其实，小儿盗汗
并不一定是病态，绝大多数是生理性盗汗。

首先要预防：比如入睡前适当限制小儿
活动，尤其是剧烈活动；睡前不宜吃得太饱，
更不宜在睡前给予大量热食物和热饮料；睡
觉时卧室温度不宜过高，更不要穿着厚衣服
睡觉； 盖的被子要随气温的变化而增减；在
一定的年龄间断给宝宝补充钙剂。宝宝出汗
后应注意勤换衣被， 并随时用软布擦身，或
外用扑粉，以保持皮肤干燥。身上有汗时，应
避免直接吹风，以免受凉感冒；要多给患儿
饮水，让宝宝安全度过这个生理期。

如何预防“屏幕脸”

长时间面对电脑， 会导致人的脸色发
白、皮肤干燥，严重的还有痤疮等，有些人还
会出现面无表情、肌肉僵硬、眼神迷茫。这些
综合起来的症状就是———屏幕脸。

“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结果曾显
示，职场人群，每天面对电脑时间长达 8—
12小时。 电脑显示屏会发出电磁辐射，加上
与人的交流越来越少，容易造成面部表情淡
漠，眼光呆滞、神情木讷，缺乏笑容，这些也
是屏幕脸的一种表现。

远离显示屏是对付屏幕脸最有效的方
法。 平时减少用电脑的时间，即便是用电脑
也要使电脑屏幕与身体保持不少于 70 厘米
的距离。

此外，还可以调整室内光线，避免光线
直射屏幕，每看电脑 60 分钟左右要活动 10
分钟。在饮食上还要注意多吃蔬菜、水果，增
加各种维生素的补充，多喝水。 用完电脑要
及时清洁皮肤， 使用比较温和的护肤品，多
给皮肤保湿，尽量不化浓妆。

（据《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