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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子哑可能是胃闹的
田飞

我们经常会在劳累、讲话过多
或感冒着凉后，出现咽痛、声音嘶
哑、咳嗽等症状。有时经过几天休
息或服药后，声音嘶哑可逐渐好
转，但有时会持续十多天甚至几个
月，这时就需提高警惕，及时到医
院耳鼻喉专科就诊。本期为大家
介绍常见却又容易被忽视的嗓音
疾病。
急、慢性喉炎
喉炎是声带炎性病变中最常
见的一种。急性喉炎主要是由病
毒或细菌感染、用声过度、烟酒刺
激等引起；慢性喉炎的病因包括急
性喉炎反复发作或迁延不愈、粉尘
或烟酒刺激、用声不当及邻近器官
的慢性炎症蔓延等。声带炎性疾
病的治疗主要包括禁声（比如一周不说话）、
去除致病因素（如患有鼻窦炎的病人，总有
鼻涕后流的症状，会影响喉部，需同时治疗
鼻窦炎）、戒烟戒酒、雾化治疗等。严重者还
可口服抗生素、激素等药物对症治疗，绝大
多数患者可恢复正常嗓音。
咽喉反流性疾病
咽喉反流性疾病是指胃内容物反流至
咽喉部所引起的疾病，近年来的多项研究发
现，咽喉部反流也是引起患者声音嘶哑的主
要病因之一。大多数患者会出现声音嘶哑、
咽部异物感、慢性咳嗽、反复清嗓等症状。
当患者出现上述症状时，除要做喉镜检查
外，还需做食道 24 小时 pH 检测，这是胃食

管反流性疾病最好的检查方法和“金标准”
之一。治疗方法除规律服用口服质子泵抑
制剂和 H2 受体拮抗剂抑制胃酸分泌外，还
应避免食用刺激类食物，如咖啡、巧克力、浓
茶等含咖啡因的食物，并戒烟戒酒，同时控
制体重等。
声带良性增生性病变
声带良性增生性病变主要包括声带小
结、声带息肉、声带囊肿等。其中，声带小结
的病因主要是用声过度或用声不当，如教
师、售货员等用声较多的人更易发病，喜欢
高声叫喊的学龄期儿童也较易发病。声带
小结根据形态，可分为软性和硬性，早期的
软性小结通过禁声或者矫正发音方式等治

阳虚的人喝水有讲究
莫鹏
“每天晨起空腹一杯水”是一条流传甚
广的健康信条，人们认为这杯水能清肠胃、
排毒养颜、防治疾病。专家提醒，晨起喝水
确有益处，但脾胃虚寒、脾虚湿重、消化功
能欠佳以及肺肾功能不足的人，晨起喝水
不当反伤身。
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体阳气也随
之生发。
“ 晨起一杯水”对有些人而言会阻
遏阳气的生发，尤其是体弱多病、阳气虚衰
者，喝水过多、直接喝凉水都是很不利的。
清代医书《四圣心源》认为：
“ 水谷入胃，脾
阳磨化，渣滓下传，而为粪溺，精华上奉，而
变气血。”意思是说，若脾阳不足，则体内水
湿的运化就会出现障碍，进而妨碍气血的
化生。如果一味多喝水，会导致水湿积聚
加重，进一步损伤阳气。
自身阳气弱不弱，可以通过观察面色
来判断。如果面色润泽有光，表明体内阳
气充足；如果面色涩滞黯淡，代表阳气不
足。有些女性早晨起床后饮水会出现头
晕、面部浮肿、晦浊，犹如没洗干净似的，这
都是脾胃阳气虚弱造成的水液代谢不畅、
上蒙清窍。因此，脾胃阳虚的人早晨起床
后切忌喝凉水，可以少量喝一杯温白开水
或者蜂蜜水，80～100 毫升即可。
肺主通调水道，对水的调节也起着重
要作用，即通过肺气的宣发和肃降来完成
体内津液向全身各处的输布发散。若肺功
能有碍，如容易胸闷气短、喘息心悸、咳嗽
痰多的人，本身对水液的代谢很差，喝水过
猛或过多，都会加重上述症状。心衰的病
人也不宜大量饮水，否则会增加心肺负担，
造成全身水肿，甚至诱发低血钠症。因此，
对于脾肾阳气逐渐衰退的老年人来说，喝
水尤其要注意控制好量，宜多次少饮，不要
等到口渴时猛灌一气。

疗，可自行好转。当保守治疗无效
时，可通过手术治疗。声带息肉病因
尚不明确，但与用声过度、烟酒刺激
等相关。患者会出现声音嘶哑、发音
疲劳、咽喉部不适等症状。治疗方法
包括禁声、矫正发音方式和手术治
疗。声带囊肿主要是由黏液腺管阻
塞引起，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常见
的后天性囊肿多数为潴留囊肿，患者
主要症状为声音嘶哑、发高音困难
等。治疗方法主要是手术治疗。
喉部恶性肿瘤
对于长期吸烟饮酒、超过 40 岁的
患者，如果声音嘶哑持续超过 3 周，喉
部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很大。比如声
门型喉癌，其首发症状就是声音嘶
哑，当病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引
发呼吸困难、喉痛、痰中带血、颈部淋巴结转
移等。对于恶性肿瘤患者，手术是主要治疗
手段。但对于身体条件差不宜做手术者，可
进行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等。
生活中，避免感冒、戒烟戒酒、避免吃辛
辣刺激性食物，有助于保护嗓子。此外，还
要注意适度用嗓，尤其是说话过多的职业如
教师、售货员、接线员等，长时间说话后，要
适量喝水并禁声。声音嘶哑是我们警惕声
带病变的“先锋号”，若发现异常，应及时就
医。目前很多大型综合性医院都可为患者
进行频闪喉镜及电子鼻咽喉镜的检查，找出
病因，早诊断，早治疗，
健康话题
好嗓音将持续伴随您。

为一种全谷物健康面包，全麦面
包中加工原料少，富含 B 族维生
素、膳食纤维、叶酸和维生素 C，
有益血糖控制。
4.南瓜子。南瓜子富含镁，
可参与能量代谢的多个过程。研
究发现，镁缺乏与胰岛素抵抗有
关，可引发糖尿病。镁摄入量每
增加 100 毫克/天，2 型糖尿病的
患病风险下降约 15%。两汤匙南
瓜子含约 74 毫克镁，建议糖友每
天吃 8 汤匙的量。
5.草莓。草莓富含维生素和
多酚类化合物。研究发现，多吃
草莓等浆果有助减少糖尿病及其
并发症的发生。另外，草莓热量
低，不易增加体重，建议将草莓、
菠菜和核桃混在一起做成沙拉食用。
6.蓝莓。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的研究者调查发现，每周吃两次以上蓝莓
的人与不吃蓝莓的人相比，2 型糖尿病风
险可降低 23%。这可能与蓝莓中富含一种
名为类黄酮的抗氧化剂有关。
7.生姜。生姜是抗炎、抗氧化的首选
植物性食品。研究表明，生姜可降低 2 型
糖友的空腹血糖水平。
8.菠菜。菠菜富含钾和抗氧化剂。研
究发现，低钾摄入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
险增高有关。菠菜的单位体积含钾量超
过香蕉，
是降低糖尿病风险的有益食品。
9.肉桂。肉桂是家中必不可少的调味
品之一，
研究表明，
它有助降低血糖水平。
10.西红柿。与其他非淀粉类水果一
样，西红柿的升糖指数较低，有助血糖平
稳。此外，研究显示，平均每天吃 1.5 个中
等大小的西红柿可降低血压，还可能有助
降低 2 型糖友的心血管风险。

控糖十大超级食物
李明明
血糖控制不好，可损伤血管和神经，
损害眼睛和肾脏，增加心脏病和中风风
险。美国《今日医学新闻》网站刊文总结
了 10 种适合糖友的食物，有助控制血糖水
平，
减缓或避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1.核桃。核桃富含膳食纤维、蛋白质
和健康脂肪，可替代薯片等高糖零食。核
桃中的脂肪酸可提高“好”胆固醇，降低
“坏”胆固醇水平，从而降低糖友的心脏病
发生风险。除了直接食用，还可以把核桃
敲碎，添加到酸奶中或做成核桃沙拉。
2.鳄梨。鳄梨又名牛油果，富含膳食
纤维、健康脂肪和维生素，是目前发现的
唯一含健康脂肪的水果，含有大约 20 种不
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富含钾，维生
素 C、E、K，叶黄素和β-胡萝卜素。吃鳄
梨有助增加饱腹感，减缓碳水化合物的消
化吸收，保持血糖稳定；降低血压和胆固
醇水平，减轻体重，增加胰岛素敏感性，降
低糖尿病风险。
关注三高
3.全麦面包。作

刷牙恶心，
当心胃食管反流
王峰

专家建议

“早晨一刷牙就恶心，
晚上一躺下嘴里就
冒酸水”
，
这个怪病困扰了老刘十多年。正常
情况下，人体食管和胃的连接处有一个类似
“阀门”
的组织。平时这个阀门处于关闭状态，
即使人在倒立时，
胃内的食物、
液体也不会倒
流到食管。如果这个
“阀门”
松了，
胃酸、
胃蛋白
酶、
胆汁及未消化食物就容易反流到食道、
咽
部、
口鼻腔、
喉气管引起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变
化，
常出现烧心、
反流、
咳嗽、
哮喘、
出血、
胸骨后
疼痛等症状，
导致喉咙或
医生的话 气管损伤、食管炎等。

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一般分三阶段：
第一
阶段：
改变生活方式，
如饮食改变、
减重、
戒烟戒
酒。第二阶段：
药物治疗。第三阶段：
外科治
疗。抗酸药和促胃肠动力药物有助于让病人临
床症状得到迅速缓解，
但是不等于病治好了。
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微创手术将
“阀门”
修
好。可通过腹腔镜胃底折叠术（抗反流手术），
将
胃底包绕贲门一周，
形成
“围脖”
样结构，
胃内的
正压传到
“围脖”
并压迫贲门部，
形成单向阀门，
使食物只能单方向由食管进入胃内，
但不能由
胃反流入食管，
可从根本上堵住反流的通路。

老人跌倒如何施救
王冰洁

跌倒是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
位原因。老年人跌倒死亡率随年龄的增加急剧上
升。专家表示，从现场急救的角度看，老人跌倒不
能马上扶起，应就地进行恰当评估，再考虑是否要
搀扶起老人。老人和家属应学会跌倒后的施救方
法，
具体如下。
1.老人跌倒后仍清醒：首先，应询问老人是否
能自己动，活动时，一些部位是否有痛感等，如无
不适，才可小心搀扶。如果老人身体有不适症状，
身边人不要随意挪动老人，应陪伴左右、给老人适
当的安慰，并及时呼叫专业急救人员。
患有心脏病的老人如有胸闷、胸痛等疑似心
脏病发作的症状，应就地选择舒适的体位，并及时
呼叫、引领急救车到达患者身边；如果颈背腰腿部
疼痛，尤其在活动时，更应等待专业急救人员。
2.老人跌倒后神志不清，仍有呼吸：除非环境
不安全，否则不要擅自移动，密切观察老人神志、
呼吸，如有呕吐，可小心侧卧，清理呕吐物，等待专
业急救人员救援。
3.老人跌倒后昏迷且呼吸停止或喘息：老人
心脏骤停，应立即呼叫救援人员，并进行心肺复
苏。让患者仰卧，在乳头连线中点给予胸外按压，
深度 5~6 厘米，按压速度 100~120 次/分钟，让胸廓
充分回弹，减少按压中断时间。可与人工呼吸结
合，按压 30 次，人工呼吸 2 次，如此交替循环，直到
急救人员到达。
此外，虽然老年人跌倒的因素很多，但现场一
般不需判断老人的具体疾病。通常，应将老人调
整为稳定的侧卧位，帮助保持气道开放，不要喂
水、喂食、喂药。
为尽量减少跌倒带来的健康隐患，老人平时
要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延缓大脑和肌肉的衰老，
增强身体稳定性；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心脑血
管疾病风险；改善家庭环境，如增加室内照明，易
滑倒的厨房、洗手间等处应保持地面干燥或铺设
防滑垫；调整床、座椅、楼梯的高度，加装扶手；穿
着宽松舒适的服装及防
颐养天年
滑鞋。

干吞泡腾片会窒息
朱素颖

案例：不久前，王先生的孩子感冒发烧，医生
给其开了泡腾片剂型的感冒药。粗心的王先生没
看医嘱，直接让孩子将泡腾片往下吞。几分钟后，
王先生发现孩子开始剧烈咳嗽，脸也变得有些青
紫，赶忙将其送往医院。医生仔细检查后发现，王
先生的孩子是干吞泡腾片引起的窒息。
泡腾片中含有碳酸钠、碳酸氢钠等崩解剂，放
入水中后，会和水会发生反应，产生大量二氧化
碳，同时迅速崩解，全过程一般需要 1~5 分钟。如
果有部分药物没崩解，进入口腔后崩解过程继续，
会产生大量气体，通过食道进入胃肠，引起腹胀、
腹痛等，进入呼吸道，会引起呛咳。如果像王先生
那样，直接把泡腾片放入孩子口腔，药物崩解的全
过程都在嘴里进行，短时间内会生成大量气体，影
响呼吸，甚至出现窒息。
因此，大家服用泡腾片时，要用足够的温水将
泡腾片“冲开”，待溶解完全
健康常识 后一次喝完，不要含服，更
不能干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