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初伏时间

7月18日—7月27日

中伏

7月28日—8月6日

末伏

8月7日—8月16日

专家建议，在这些时间
段前后都可以来贴敷，不需
要在入伏当天急着赶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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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视点 保健贴士

■ 本报记者 陈怡

炎热的夏季，很多市民频繁进出
空调房，忽热忽冷的环境把很多人都
弄得措手不及，不少市民出现不断打
喷嚏、流鼻涕等症状。

海南省中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谭
业农提醒，一些患者认为出现流鼻
涕、打喷嚏、鼻塞、咳嗽等症状就是感
冒了，其实不然，这些也很有可能是
鼻炎的症状。市民切记不能通过自
我判断而随意吃药，特别是对于过敏
体质的患者，应及时就医。

过敏性鼻炎流的是清鼻涕

市民吴先生最近感觉自己好像
感冒了，不但开始流清水鼻涕，接连
打喷嚏，还伴有咳嗽、鼻塞，眼睛痒的
症状。按照以往经验，他吃了一段时
间的感冒药，然而情况却并没有好
转。这样的症状持续了两周，吴先生
不得不赶去医院就医。检查后，医生
却告知他得的并不是感冒，而是过敏
性鼻炎。

谭业农说，人们普遍认为过敏性
鼻炎多发在春秋季节。其实，季节、
环境、饮食、自身免疫力低等都可能
成为过敏的诱因。春季一直是过敏
性鼻炎的高发期，主要和各种花粉、
虫螨传播最广泛有关。还有一部分
患者，常年都可能发作过敏性鼻炎。
而在夏天，人们逐渐使用空调，如果
不注重及时通风，导致房间内的空气
不流通，引起过敏源大量积蓄，就会
诱发过敏性疾病。空调吹出的风可

能使空调过滤网上的灰尘和其他室
内过敏源混合在一起，人体吸入后，
也会导致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简单区分过敏性鼻炎与感冒，
可以从鼻涕的颜色判断。过敏性鼻
炎流的是清鼻涕，感冒流的是脓黄色
的鼻涕并伴有咽部疼痛。”谭业农说。

勿轻视过敏性鼻炎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显示，
全球60多亿人中过敏性鼻炎患者约
有5亿，而我国的过敏性鼻炎患者则
有近5000万，其发病率还有逐年增
加的趋势。和许多疾病不同，过敏性
鼻炎症状的患者并不限于某个年龄
段的人群。

谭业农说，过敏性鼻炎是常见多
发病，各个年龄段的都有。需要提醒
很多疾病并非只有单独症状，还常常
伴有很多的并发症。如果将疾病视
为一个单独症状进行治疗，或者抱以
轻视的态度，可能会铸成大错。很多
过敏性鼻炎患者便是如此，总以为过
敏性鼻炎就是一个病状，针对它进行
治疗就可以了，殊不知其可以引发很
多并发疾病，比如哮喘。

据介绍，因为过敏性鼻炎属上呼
吸道疾病，其所携带的病毒可以通过
下呼吸道传染给咽喉、支气管等部
位，引发支气管炎症，从而导致哮
喘。所以，专家提醒广大过敏性鼻炎
患者，除了考虑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以
外，还要考虑过敏性鼻炎引起的哮喘
该如何治疗。

据不完全统计，过敏性鼻炎患者

中约40%以上的人伴发过敏性哮喘，
而哮喘患者约70%-85%同时伴有过
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还可伴发过
敏性结膜炎，出现眼痒、流泪和眼分
泌物增多。

增强体质、隔绝过敏源

过敏性鼻炎症状不会导致生命
危险，但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质
量和社交质量。专家介绍：过敏性鼻
炎的常见症状是鼻子发痒、鼻塞、流
鼻涕。有的患者发病时一天到晚都
会打喷嚏，如此一来，在和别人打交
道时难免会很尴尬。

“要想控制过敏性鼻炎，最主要
是隔绝过敏源。”谭业农建议，过敏性
鼻炎症状要揪出过敏源可不是件简
单的事，除了花粉、螨虫、动物皮毛、
霉菌等会引起过敏外，食物也是一大
过敏源，如牛奶、花生、小麦、大豆、
鱼、甲壳类，都可能引起过敏。

谭业农认为，如果患者已知过敏
源，就应该尽可能避免接触，比如对
花粉过敏的，就尽量不要去花草较多
的地方。“此外，夏季进入空调房温差
大，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保持室内
通风，减少室内尘土，平时还要注意
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如果尚不明确
过敏源的，最好到医院做个过敏源检
测，以便在生活中注意防范。”

此外，若能确定过敏源，则可尝
试做脱敏治疗。不过，目前能脱敏的
过敏源仅为极少数，尘螨、花粉的脱
敏率为90%和75%，更重要的还是在
生活中避免接触过敏源。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吴业平

7月8日是农历节气中的头伏，又
到了一年中身体“养阳”的季节。不少
人打电话到中医院咨询“冬病夏治”，
询问什么病适合“冬病夏治”？是不是
人人都能“贴”一下？

“冬病夏治”适合慢性病

省中医院中医专家符光雄说，所
谓“冬病夏治”，是中医学“天人合一”
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
具体运用。而“冬病”是针对冬季寒邪
引发的身体疾病，如哮喘、慢性支气管
炎、慢性胃肠炎、慢性的过敏性鼻炎、
慢性关节痛、风湿、类风湿等疾病。夏
季阳气上升，经络通达，寒邪内伏不
发，选择这个时机，一方面为了扶正，
一方面有助于祛寒。

随着人们对“冬病夏治”的认识，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三伏天治寒病的
方法。特别是年轻人、小朋友也逐渐
加入到“三伏贴”队伍中来，有些人还
直接将此视为提高自身抵抗力的良
机。

但事实上，膏药穴位贴敷治疗效
果比较好的疾病，主要是治疗一些慢
性病。贴敷虽然对人的身体没有特别
的不利，但也不建议人人都来贴。特
别是很多年轻人，没有特别的基础疾
病，平时抵抗力还行的，一般不需要

“贴敷”。
另外，在肺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

急性发热期，对贴敷药物极度敏感。
特殊体质及接触性皮炎等皮肤病患
者，贴敷穴位局部皮肤有破溃者及妊
娠期初期妇女，都不太适宜接受此项
治疗。

贴敷因人而异
切忌“千人一方”

据介绍，“冬病夏治”贴敷的药

物 也 不 是“ 一 膏 贴 ”、“ 一 样 穴
（位）”。如慢支、咳喘、冬天易受凉
等寒性病症患者，在药物上选用温
散性质的药材，敷贴部位主要为定
喘穴和肺俞穴。而一年四季都有可
能发病的患者，例如过敏性体质哮
喘患者，主要选择的是祛风类药物，
穴位则主要选择风门等。由于三伏
贴要在准确的穴位上才有疗效，而
一般人群对穴位没有确切了解，因
此，建议大家上医院进行贴敷，以确
保精确地寻找到穴位。

由于“冬病夏治”有其特有的适
用人群，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
会有一些特殊感觉和症状表现，所
以应该根据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
病种类慎重选择这种治疗方法。否
则不但不能治疗疾病，反而会由于
过用助阳之品，耗伤阴液引发其他
疾病。一般性疾病的患者如果盲目
搭“冬病夏治”的顺风车，有时不仅
达不到治疗效果，敷贴药物还可能
损伤皮肤，甚至引发皮肤溃烂。痔
疮、湿疹、咯血等热性病患者如果用
温性药物敷贴，反而会“火上浇油”，
使病情加重。

无需一味赶头伏
迟早一天不打紧

一般来说，“三伏天”是从二十四
节气的“小暑”后开始，横跨“小暑”、

“大暑”、“立秋”三个节气，分为初、中、
末伏，共30天，还有些年份是40天。

为顺应天时，贴敷治疗定在初、
中、末伏的第一，而当遇到历时 40
天的“三伏天”时，为了保证治疗的
连贯性，使每次贴敷的间隔时间相
同，通常会增加一次，称之为“加强
灸”。

据介绍，一般来说，贴敷时间以4
到6个小时为宜，时间长短可因人而
异。对于皮肤不耐受的人群而言，贴

敷2个小时即可；皮肤不敏感者则可相
对延长贴敷的时间；儿童耐受性较差，
一般贴敷2到4个小时。

在贴敷期间，医生建议不要下水
游泳，尽量减少活动和汗液流出，谨防
受凉和感冒，不要呆在空调房或对着
风扇吹，少吃冰冻食品，不吃海鲜等过
敏、易发性食物，同时减少肥腻、辛辣
食物的摄入。贴敷不消耗体能，且能
增强免疫力，贴敷者在饮食上不需要
进行温补。病情不稳定者，可配合医
生进行系列治疗。

吹空调
小心“伪感冒”

冬病夏治正当时
三伏贴开“贴”了

本报讯 为让孩子们从小了解
爱牙护牙知识，掌握正确的口腔保
健方法，由海南拜尔口腔医院主办
的海南2014关爱儿童口腔健康大
型公益活动———“我是拜尔小牙
医”活动于日前正式启动。据了解，
此次公益活动的主办方——海南拜
尔口腔医院将征集海南2万个家庭
参与免费亲子体验，义务为2万名儿
童进行爱牙宣教，并向孩子们赠送2
万颗免费牙齿窝沟封闭。

此次公益活动旨在促进以儿
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的口腔预防
保健工作，将分期分批为我省2万名
儿童做口腔诊疗并建立档案，让有
龋病的儿童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同
时，海南拜尔口腔医院将利用专业
的儿童诊室，再通过角色转换，让小
朋友当“小小牙医”，并由专业的医

师协助指导，并通过讲解，让孩子们
了解更多的爱牙护牙知识，并且通
过“小小牙医”的体验，让孩子们摆
脱对看牙的恐惧和抗拒。

据介绍，即日起至2016年6月
1日，凡是4至12岁的小朋友都可以
免费报名参加“我是拜尔小牙医”亲
子体验活动（须由家长和孩子们共
同参与），每10个家庭举办一期。活
动分为：“参观学习”、“知识问答”和

“观摩实践”三大主题。小朋友们将
穿上牙医的工作服，学习爱牙护牙
知识，并亲自为爸爸妈妈检查牙
齿。参加活动的小朋友每人将获得
免费的牙齿窝沟封闭1颗。来电报
名时，须提供孩子及家长姓名和联
系电话，海南拜尔口腔医院会和您
联系确定具体活动时间。

（晓原 赵春荣）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侯小艺 熊思思

近日，海南省人民医院举行的6·
26中国医师节庆典大会，该院泌尿外
科主任康新立荣获“学科建设贡献医
师奖”。

在医院里，康新立无人不晓。因为
他有一个威风的称呼“康掌门”，他制定
的“四条门规”，将曾经是一盘散沙的

“绵羊队”训练成如今的“虎豹师”。
看过医生穿着白大褂，没看过医

生还在白大褂里加衬衣打领带的。尽
管海南天气炎热，但省人民医院泌尿
外科的男医生们个个精神抖擞的着
装，给整个科室带来一阵清爽之风。
衬衣加领带，在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是一条独特的“门规”。而制定这个

“门规”的“掌门人”就是科室主任康新
立。

记者采访康新立时，他身着一件
白衬衣加一条蓝格子领带，那种精气
神很难想象他是年过半百之人。据了
解，2008年省人民医院从外省引进高
技术人才，不远万里从山东挖来了在
肾脏移植方面享有广泛声誉的专家康
新立。

踏进科室的门，康新立傻眼了。
“8点钟到了交班时间，医护人员还有
大半没来，来的不是在吃早餐、抽烟就
是打电话，完全没有医院里应该有的
严谨、严肃气氛。”康新立回忆说，当
时，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打造一支军
队式的医疗队伍。

整个科室20个医生，其中有12
个是正高级别的主任医师，面对这个

“虎豹师”，康新立作为一个外来的“和
尚”，是怎样将科室管理得井井有条
的？

“要是年轻医生散漫怠工，会让他
带薪休假；如果资历老的医生迟到早

退，那么全科室的人都会等他一起交
班。”康新立因人施法，不到一个月，就
把这个懒散的队伍打造成一支有素质
有纪律的队伍。

除了要求“统一行动”外，在泌尿
外科，“康掌门”还有三条“门规”，那就
是“统一思想、统一目标和统一标准”。

统一思想。康新立解释，就是要
让医生知道自己为什么忙？要“真情
探索，探索真情”，医生要付出全心全
意去细致探索患者的病情，而在探索
病情的过程中，要找到切切实实的问
题。在泌尿外科，“统一思想”绝不是
一句口号，或者仅仅停留在宣教的层
面，康新立还专门制定了具体的考核
标准，同行之间要互相监督和评定。

统一目标。就是“用最少的代价治
愈病人”和“培养名医”。自康新立来到
泌尿外科，科室的招聘档次提高到顶级
名校的博士学历，慕名而来的应聘者逐
年增加。

统一标准。康新立说，科室里面
每个医生的水平不一，对患者的诊疗
方法也会造成很大差距，对于每一种
疾病，康新立制定了统一的诊疗方案，
比如肾结石，如果病灶部位未达到2
厘米的一律采用体外震波碎石术，
2—4厘米的一律采用经皮肾镜取石
术，超过4厘米的才可以进行手术，以
做到最大程度的贴心为患者考虑，杜
绝过度医疗。

“没有康掌门严格的军队化管理，
就不可能有如今的泌尿外科‘虎豹
师’。”科室资历最老的一位医生告诉
记者，医疗里也需要军队一样铁的纪
律。在康新立的带领下，省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的医疗队伍不断壮大，诊疗
水平也不断提升。目前已承接了省内
90%以上泌尿外科患者，同时该科室
还开展了腹腔镜活体供肾切取移植术
等国内领先技术。

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将松散的“绵羊队”训练成“虎豹师”

“康掌门”的四条门规

“我是拜尔小牙医”大型公益活动
继续征集我省2万个家庭免费参与

！

转动脖子为什么会响？
经常性落枕是颈椎有问题

颈椎关节响，又称颈椎“弹响”。颈椎病是因
颈椎间盘变性、颈椎骨质增生所引起的，以颈肩
痛，放射到头枕部或上肢，甚重者出现双下肢痉
挛，行走困难，以致于四肢瘫痪为主要表现的综
合征。

一般来说，颈椎关节响有两种情况：
1、关节移位：当挪动关节时，肌腱韧带移

位。当肌腱韧带回复到原来的位置时，就会听到
咯咯响。这种现象以膝关节和足踝为多。

2、气体逃逸：科学家们认为在人体关节间，
有一种叫做滑液的液体，是用来润滑关节用的。
这种滑液内含有一些气体，譬如氧气、氮气和二
氧化碳。这些气体正在滑液中构成气泡。当拉
伸关节时，滑液中的气体急速跑掉，就形成响声。

颈椎关节响主要和工作性质相关，久坐，长
时间连续一种错误的姿态缺乏必要的运动，导致
颈部肌肉劳损或关节活动性削弱或者炎症的发
生，其实，这些都是颈椎病的症状。

脖子一转就响代表你的身体正处在不健康
当中。在此顺便提一下落枕，因为落枕也是经常
发生在人们身上的小毛病。落枕一般与受凉和
劳累有关。不要小看落枕，虽然不用治疗落枕也
会自愈，但是经常性的落枕代表你的颈椎有问
题。 （桑久）

过度防晒当心骨质疏松

我国是世界上骨质疏松症患者最多的国家，
约有9000万骨质疏松患者。如何预防骨质疏松
症？专家认为，适当运动、合理饮食、日光浴是最
好的方式。

专家指出，骨质疏松虽然在中老年人群中高
发，但预防要从年轻时就开始，尤其是女性。近
年来，年轻都市女性中患骨质疏松的人越来越
多，乱减肥、节食、怕日晒、少运动都是造成骨质
疏松的原因。

“现在一些年轻女孩躲着太阳走，过度追求
美白，这不利于骨量储存。尤其是孕妈妈如果不
适当接受日晒，促进钙的吸收，可能影响胎儿骨
骼健康。”造成骨质疏松的主要原因是激素水平
变化、饮食中摄取的钙和维生素D不足、缺乏体
育锻炼。如果夏季过度防晒，人体内源性合成维
生素D就会减少。

除日光浴外，适量运动和合理饮食也有利于
预防骨质疏松症。每天坚持喝牛奶、酸奶，适当
吃些动物肝脏和富含鱼肝油的食物，也是预防骨
质疏松的必要措施。 （新华）

流涕、鼻塞、咳嗽不一
定是感冒，可能是犯鼻炎

日常3个小动作能增寿

如厕时进行叩齿运动

叩齿运动即上下牙相互轻轻叩击，能够强化
牙床、牙龈、牙根，增强牙齿力量。这个小动作还
可以促进口腔唾液分泌，帮助消化。而且，比较适
合在如厕时练习，因为从中医上来讲，排尿时人的
肾气流泻，此时叩齿有助固摄肾精、强壮骨骼。

早晨起床前做做伸展运动

把双臂缓缓伸到头顶上方，双手交叉，伸个懒
腰。这个动作能够锻炼手臂肌肉和手腕力量，促
进人体血液回流。但需要注意的是，动作一定要
柔和、缓慢，不然很可能伤到肌腱。而且人刚睁开
睡眼，需要几分钟的清醒过程，从卧位到坐位也要
有个适应时间，慢起、慢坐都很重要。另外，做伸
展运动前可以揉搓一下关节，热热身，不要让身体
一下子紧张起来。

刷牙时练习提肛

吸气时收腹、提肛，呼气时放松肛门。此动作
连做10—20次，可加强提肛肌的力量，对控制老
年人因肌肉松弛造成的大小便失禁有效。而且，
能够缓解痔疮和便秘。另外，做完这个动作还可
以配合练习腹式呼吸，效果加倍。 （九三）

夏季刮痧重在
保养心阳脾阳

夏季炎热，人的体表血流量增多，以加快散
热，中医称之为“阳盛于外”。适当出汗，利于养
心，但汗出过多，消耗过大，阳气会大量外泄，易
产生心慌气短。从夏至到大暑为长夏，此时多
雨，湿气较重，好发肠胃疾患。因此，夏季刮痧不
同于其他几个季节，要注意以下几点：

夏季刮痧重在保养心阳、脾阳。用刮痧板倾
斜45度刮拭背部脊柱两旁的膀胱经，这里分布着
心俞穴、脾俞穴、胃俞穴、小肠俞；从肘部内侧向
下刮拭到手腕，涵盖少海穴、曲泽穴、神门穴、内
关穴等；刮拭膝关节内侧的阴陵泉及膝眼外下三
指处的足三里，可养心安神、健脾益气。

轻刮即可见效，忌大力重刮，否则会耗损阳
气，不利于养心。对于体内寒凉者，用轻刮、快刮
法能取得很好的养阳效果。

夏季毛孔开放，刮痧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不
超过30分钟，体弱者酌情缩短。涂刮痧油刮拭
时，可适当延长两次刮痧的间隔，一般为5~7天。

夏季刮痧前后应多饮水。
刮痧注意避风保暖，勿在风口或风扇、空调

直吹处刮痧。
（生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