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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防过敏
慎食光感性野菜

说起令人害怕的疾病，大多数人
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癌症。癌症的可
怕在于夺人性命，但却是极为个体的
疾病，说句不好听的，它就是“天
灾 ”！ 生 活 中 还 有 一 种 疾 病 也 非 常 可
怕。这种疾病不仅会夺命，而且还具
有很大的传染性。你不招它它招你，
关键是能治这种病的药物少之又少，
这种可怕的疾病就是肺结核。
3 月 24 日是第 23 个“世界防治结
核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开展终
结结核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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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肺结核病
仍是公共卫生挑战
仍是
公共卫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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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盗汗等症状，应及时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排
查。“一旦确诊为结核病要坚持规范治疗。”
第一次患结核病的人，只要早发现、早治疗，按
照医嘱用药，大多数都可以治愈。

传染源可能传染健康人

结核菌与其他细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感染
人体除毛发、牙齿、指甲、趾甲以外的所有组织和脏
器，可以说结核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
结核菌自身并没有运动能力，要达到“传播”的
目的，就必须借助“交通工具”。“这一交通工具就是
飞沫核。”李亮解释说，结核病人咳嗽、打喷嚏时可
以产生大量飞沫核，结核菌就借助飞沫核被排到空气
中了。健康人一旦吸入含菌飞沫核的空气，结核菌就
误将“肺结核”当“感冒”
从传染源进入了另一个人体，如果恰巧这个人的抵抗
去年年底，在某高校读大三的小朱感觉浑身不舒
力差，结核菌就可以顺利地“安营扎寨”了。
服，咳嗽咳痰。开始他并没把咳嗽当回事，以为“感
结核病是一个呼吸道传染病疾病，很多人都感染
冒”了咳嗽几天就会好的，于是，自行买了一堆治感
过结核菌，体内都带有结核病菌，但其中只有不到
冒的药和治咳嗽的药，吃了两个多星期，不但咳嗽没
10%的人会发病。
有缓解，还发现经常低烧，体重也轻了四五斤。使得
高孟秋表示，一个人会不会感染结核菌，会不会
发病与当时结核菌的毒力、数量和人体清除细菌的能
原本就不健壮的小朱，显得更加瘦骨嶙峋。
老师发现后强行把小朱带到了医院就诊，经诊断
力有关，三者被称为结核病的易感因子，缺了哪一环
小朱患有继发性肺结核，痰结核菌检查阳性。面对诊
都不行。当机体抵抗力正常时，机体的免疫力可以将
入侵的结核杆菌消灭，没有任何症状，不会发生肺结
断，小朱不以为意，“我身体一直不错，而且非常注
意个人卫生，怎么感个冒就肺结核呢？是不是医生搞
核，一旦条件合适 （如人体抵抗力降低），在身体里
错了？”
“沉睡”的结核菌就会苏醒而重新繁殖，进而发展成
“由于肺结核的主要临床表现咳嗽、咳痰和低热
为活动性结核病，一旦发病就可能成为新的传染源而
的症状与感冒、支气管炎等相似，不少人将其误认为
传染更多的人。
感冒或支气管炎，没有及时检查、治疗而引起周围的
有研究发现，若不及时治疗，一个传染源每年可
密切接触者感染、甚至发病。”高孟秋介绍说，肺结
能传染 10-15 个健康人。“肺结核传染性最强的时间
核症状最主要的特点是不典型，就是起病可急可缓， 是在发现及治疗之前，”因此，北京胸科医院结核二
大多为低烧、盗汗、乏力、消瘦，可伴有咳嗽、咳
科护士长聂菲菲再三强调，一定要重视早期发现和正
痰，极少数可伴有咯血，很难让人第一时间将这些症
确、及时治疗传染源，“这也是防治结核病的最主要
状与结核病联系起来。“许多年轻人体质较好，部分
措施。”
人感染了肺结核后可能会无症状或无明显症状，往往
耽误了诊断和治疗。”
预防肺结核有“三防”
高孟秋表示，很多疾病都会引发咳嗽，一般感冒
引起的咳嗽两周基本可以自愈了，如果咳嗽、咳痰持
如果家里有肺结核患者，周围人也不要过分惊
慌。高孟秋指出，首先要相信自己的抵抗力，其次要
续两周以上，甚至出现咯血，伴有乏力、胸痛、低

分清是否是传染性肺结核。若发现感染了结核且具有
传染性时，须及时隔离、治疗，密切接触人群应进行
体检，筛查结核病。
目前针对肺结核，仍缺乏可有效预防结核病感染
或发病的疫苗。而卡介苗只证实可保护儿童避免患重
症结核病；因此，结核病控制最有效的措施只能是管
理传染源，即尽早发现肺结核患者，并通过严格的治
疗管理将其彻底治愈，最大限度地降低其传染他人的
可能性。
第一“防”：肺结核患者如何减少对周围人群的
传播。患者在明确诊断后，应尽早接受规范的抗结核
药物治疗，以杀灭痰中结核杆菌，规范治疗 2-3 周后
传染性会大大降低；传染期的患者去公共场所时应主
动佩戴口罩，咳嗽、打喷嚏时要用手帕或纸巾掩住口
鼻，避免直接面对他人，要养成不随地吐痰的卫生习
惯；外出时，应用湿纸巾或纸巾将痰进行包裹后，再
扔进垃圾桶中。
第二“防”：患者家庭成员如何防止被传染。家
庭成员不仅应督促患者接受规范的抗结核治疗并完成
全疗程，还要关爱患者，给患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治疗
环境；房间要经常开窗通风，有条件的患者最好单独
居住；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中如果出现咳嗽、咳痰超
过 2 周，咯血或痰中带血，必须立即去结核病定点医
疗机构进行排查。
第三“防”：健康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肺
结核。肺结核的预防重在保护和增强人体抵抗力，具
体措施如下：生活方式合理化和规律化；饮食有节，
营养均衡；保持乐观情绪，积极锻炼身体。只要人体
抵抗力强，即使吸入结核菌也可能被消灭。
另外，聂菲菲对结核病人也给出了相应提醒，首
先，患者的餐具专人专用，定位单独放置。经常晒被
褥，及时更换床单等生活用品。
其次，保持正常的睡眠。结核病急性期要停工、
休学静养，待病情稳定后可循序渐进地进行活动。
同时，还要注意加强营养。因为结核是消耗性的
疾病，因此平时要多吃有营养的食物，多吃蔬菜和水
果，给予高热量、高蛋白、高维生素的饮食。
一旦明确结核病诊断，不必过分悲观失望，要保
持乐观的情绪，并做好长期服药治疗的思想准备，积
极配合医生治疗，尽早控制病情发展。

黎昌政

春暖花开，正是踏春好时节，许多人喜欢采摘野菜尝鲜。医
生提醒，虽然野菜味道清新可口，但随意乱吃可引起中毒、过敏
等严重后果。尤其要注意的是，不少野菜属于光感性植物，吃后
晒太阳容易过敏。
“光感性植物食用之后再晒太阳，会增加人体对紫外线的吸
收，极易诱发日光性皮炎。”武汉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高
英介绍，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对紫外线敏感度高的人，吃野
菜后晒太阳就会过敏。但是，每个人的过敏程度也是不相同的，
轻者会出现瘙痒、红肿、红疹，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水疱。
专家提醒，像荠菜、香椿、马齿苋、灰灰菜等野菜都是光感
性植物。不过，市民也不用过于担心，这种情况可以预防。
专家建议，有过敏病史的人，尽量少吃光感性强的野菜。吃
完野菜后尽量不在外活动，减少强光的照射，最好晚上食用野
菜。春季采摘野菜须谨慎，不认识的野菜不要乱吃，以免误食引
起中毒。像卫生环境差、路边的野菜，容易受到污染，不宜采食。

二手烟会
让女性怀孕难上加难！
珏

结核病，曾经的“白色瘟疫”，时至今日仍然是
全球以及我国最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教授介绍说，结核病是
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以呼吸道为主要
传播途径，可以入侵很多脏器，主要是以肺部结核感
染最为常见，排菌者为其重要的传染源。
目 前 ， 全 球 每 年 新 出 现 结 核 病 人 800 万 到 1000
万，死亡 130 万。也就是说，每 1 秒就会新出现一名
结核病人，每 15 秒死亡一例结核病人。我国结核病
疫情也非常严峻。结核病发病人数居全球第三位。
“虽然从临床来看，结核病还没有卷土重来的迹象，
但平时大众对此病的关注和认识程度还远远不够。”
北京胸科医院结核二科主任高孟秋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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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暴露于二手烟的家庭环境中，对患多囊卵巢综合征、生
殖能力低下的育龄期女士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主任吴效科教授及其团队研究发现，被动
吸烟可使该病患者高雄性激素水平显著上升，代谢综合征发病率
大幅增加，促排卵治疗受孕后的流产率也更高。该研究成果论文
近日在线发表于欧洲权威杂志 《人类生殖》 上。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育龄妇女常见的一种复杂内分泌及代谢异
常疾病，主要临床表现为闭经、多毛、肥胖及不孕，对该病尚无
理想治疗手段。针对这一难症，吴效科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大型
国际临床研究项目。在比较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疗法的同
时，课题组还收集了受试者及其伴侣的饮食、生活方式等资料，
着重对暴露于二手烟的受试者临床数据进行二次分析，旨在为多
囊卵巢综合征的临床防治提供新策略。
研究结果表明，约 46%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配偶存在吸烟
行为。分析发现，暴露于二手烟环境可使患者的雄性激素水平大
幅升高，雌激素水平下降，致使患者服用促排卵药物后的受孕率
由 36.9%降至 26.6%。而过高的雄性激素水平极易损害卵子的质量
和降低子宫内膜的容受性，造成受孕率严重“滑坡”。
暴露于二手烟也使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代谢综合征发生率
从 13.3%增高至 21.8%。代谢综合征是一组复杂的代谢紊乱症候
群，主要包括肥胖、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可使糖尿病和
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分别增高 5 倍和 3 倍。胰岛素抵抗是引发代
谢综合征的中心环节，而多囊卵巢综合征最主要的病理改变之一
就是胰岛素抵抗。
专家认为，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女性，在进行不孕症治疗
时，临床医生还需要了解患者是否暴露于家庭二手烟环境，以保
障治疗期间的疗效。

链接▶▶▶

结核菌有“三怕”
一是怕热。95℃加温 1 分钟，或高压蒸汽 （1.05kg/cm2，121℃） 30 分钟即可杀死结核菌；
二是怕光。阳光直射 2-7 小时，紫外线照射 10-20 分钟就可杀死结核菌；
三是怕酒精。70%-75%酒精浸泡 20-30 分钟也可杀死结核菌。
因此，人们常利用这“三怕”来杀灭可能接触到的结核菌。

中药腿浴改善睡眠
董
失眠是现代社会中困扰人们的普遍
问题。《景岳全书·杂证谟》 中言“寐本
乎神，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
不寐”。近现代中医在继承古代中医理
论的基础上，对失眠不寐多从解郁舒
肝、养心安神、滋阴养血、引阳入阴等
方面进行治疗。
失眠的种种表现，如精神不振、食
欲不佳、夜间多梦、注意力不集中、记
忆力减退、疲乏、烦躁、焦虑、心悸等
临床表现往往是某些疾病的前兆。虽然
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治疗失眠的重要性，
但做针灸治疗怕痛，去健身房锻炼怕
累，服用镇静药物担心有副作用。如何
才能找到一种便于大众操作的治疗手段

呢？
现在给大家介绍老中医刘德玉教授
经常在临床中用到的中药腿浴疗法，希
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其方法是：自行
购买能够持续加热的腿浴桶，脱去鞋
袜，挽起裤腿，半躺半坐在靠背椅上，
将膝盖以下小腿部分全部浸入盛满中药
药液的腿浴桶中，进行 30 分钟的药浴
与热疗。中药药液由党参 20 克、白术
20 克、当归 12 克、苏木 15 克、肉苁蓉
10 克、山药 20 克、炒枣仁 15 克、远志
15 克 、 合 欢 皮 20 克 ， 煎 煮 20 分 钟 而
成。纵观全方，党参、白术、当归、苏
木、肉苁蓉、山药益气养血活血，健脾
补心；炒枣仁、远志宁心安神；合欢皮

博

疏肝解郁除烦。全方舒筋活络、益气养
需要注意的是，在腿浴过程中，一
血、滋肾壮阳、疏肝健脾，引阳入阴， 定要注意控制水温和浸泡时间，避免因
即可令人入寐。
温度过高 （42 摄氏度以上） 以及浸泡时
该疗法可以刺激膝以下各穴位，尤
间过长造成慢性烫伤。
其从踝至膝分布有六大经脉的部分经
（作者系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师）
穴、合穴、络穴、郄穴等气血汇聚之
穴，如三阴交、太溪、足三里、阴陵泉
等大穴，可以开通经脉，既能起到放松
肌肉、解除疲劳、疏通气血的作用，又
能益气固本，调整脏腑，增强免疫力，
对乏力、失眠、精神紧张等亚健康状态
都有很好的调节改善作用。这种腿浴法
操作简单，方便舒适，易于为患者接
受，并能够在家中自行操作，便于推
广。

互联网网民睡眠白皮书发布
本报电 （司 司） 在近日举行的以“设计睡眠 智享财富”
为主题的 2018 年世界睡眠日暨国际设计师节高峰论坛上，《2018
中国互联网网民睡眠白皮书》 发布，旨在探索互联网网民睡眠
现状。相关数据显示，身在职场，过半互联网用户会牺牲睡眠
时间完成工作。在睡眠与财富的权衡中，大部分人选择了财
富，牺牲了睡眠，意味着众多网民忽视了健康。
与会者围绕如何平衡睡眠与财富的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并发起“睡好 8 小时”公益倡导，倡议网民群体重视睡眠，改善
睡眠质量，为健康财富加油。

男科及性医学研讨会举行
本报电 （苑 笑）“中国男科及性医学 20 年发展研讨会”近
日举行，并发布了全国各地区男性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
北大医院男科中心主任医师张志超教授表示，这一调查结
果反映出男性对疾病的认知，敢于直面自己的生理危机，毕竟
“性福”并非男人自己的事情，它是夫妻双方和谐与家庭美满的
重要因素。

天津市肿瘤筛查项目启动
本报电 （朱 芸） 2018 年“天津市常见恶性肿瘤早诊早治项
目”和“天津市河西区肿瘤防治示范区项目”将于 4 月启动，旨
在进一步普及常见恶性肿瘤防治知识，提高常见恶性肿瘤早期
发现率，并逐步探索出符合天津市实际的多种肿瘤整合式筛查
模式。
此次项目为肺癌、乳腺癌、肝癌和胃癌 4 类常见恶性肿瘤筛
查，预期筛查 58000 人。筛查中发现相关的高危因素，可以提示
高危人群有针对性地改变原有的不良生活习惯，做到世界卫生
组织倡导的“病因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