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连日高温天气不断，不少
人身体出现感冒、发烧、肠胃不适
等异样，海南省中医院主任医师符
光雄提醒，夏季防暑降温可从衣、
食、住、行四个方面出发。

衣

12 时到 14时是每天最热阶
段，建议市民在涂抹防晒霜的同
时，可穿上防晒衣、遮阳帽、遮阳口
罩等“外部防晒装备”。夏天外出
时最好穿棉麻类透气浅色长袖衣
服，少穿化纤类服装，以免大量出
汗时不能及时散热。

食

夏天要注意多补充水分，每天
饮用1.5升以上水，莫等口渴再喝，
口渴后不宜狂饮，少喝果汁、汽水
等饮料，避免肠胃不适；最好能适
量补充盐分，防止因体液和体钠丢
失过多引起的中暑。此外，不宜过
量饮酒，助热生湿，引发身体不适。

饮食方面，海南人通常饮食较
为清淡，但夏天人体活动时间长，
出汗多，消耗大，应适当多吃鸡、鸭、
瘦肉、鱼类、蛋类等营养食品，以满
足人体代谢需要，还要多吃苦瓜、
冬瓜、黄瓜等清热消暑的时令瓜果
蔬菜。“冬吃萝卜夏吃姜”，中医认为
姜可升阳，生姜的某种成分能杀
菌；刺激性的气味又能促进食欲，

的确是夏日首选。食欲不振时，建
议加淮山、生姜、核桃等食物煮成
粥，伴着小菜吃下，入口顺滑，能够
及时补充能量。但是糖尿病、心脑
血管疾病患者还需咨询医生如何
选用合适的方式摆脱食欲不振。

住

夏季最忌受热后“快速冷却”，
这会使人体寒气聚集，不易散发。
夏天，人体出汗多，许多人一回家就
喜欢打开空调、电扇或立刻冲洗冷
水澡，其实这样会使全身毛孔快速
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
因脑部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
血不足，使人头晕目眩。如果要开
空调，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5℃，空
调室内温度不宜调至24℃以下，适
当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行

夏天可选择游泳、早晚慢跑等
体育活动，记得备好防晒用具，最
好避开高温时间段外出。如果此
时必须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此
外，出门最好随身携带防暑降温
药，如十滴水、仁丹、风油精等，以
作应急之用。

夏季正是中医认为养阳的最
佳时节。夏天养阳以迟睡早起为
佳，“晚睡”并不是提倡大家在夏季
熬夜，而是建议顺应夏季的昼夜变
化特点按时作息。一般来说，晚上
11时以前入睡即可。午睡时间不
宜过长，同时，生活起居要规律，不
要熬夜，保证充足睡眠，是预防中
暑的有效措施。睡眠时，注意不
要躺在空调的出风口和电扇旁。

中医“清凉宝典”——

夏季防暑全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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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食毒蘑菇
可致肝衰竭

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每年春
夏几乎都会接诊食用毒蘑菇、
野果子中毒的病例。

“别小看这几口误食，一些
毒蘑菇毒性很强，会造成肝、肾
衰竭，一些毒蘑菇误食后致死
率可达到80%！”省人民医院
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欧阳
艳红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毒蘑
菇所含毒素较复杂，因地区、季
节、品种和生长条件的不同而
各异。毒蘑菇中毒潜伏期一般
为2-24小时，有的仅为10分
钟。误食毒蘑菇，肝损害型中
毒最为凶险，表现为恶心、呕
吐、肝区疼痛等症状，部分患者
可能伴有精神症状。目前对有
毒蘑菇中毒尚无特效疗法，且
中毒症状严重，发病急，死亡率
高。

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曾经收
治到一些家庭成员采食毒蘑菇
集体中毒的病例，食用后半小
时一家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
病情严重的患者出现呼吸衰竭
住进ICU。“也接收过吃毒蘑菇
后，导致肝衰竭，需要进行肝移
植的病例。”欧阳艳红说，学生
采食路边麻风果导致中毒威胁
生命的例子也有。“我们科室是
省内唯一的急性中毒咨询中
心，每年接到这样的病例都非
常揪心。”欧阳艳红表示。

1.急性肝损害型：多在餐后数
小时至30小时发病，早期出现消化
道症状。多数患者逐渐好转，出现
1～2天的“假愈期”，之后出现急性
肝损害，表现为黄疸、肝区疼痛，血
生化见谷丙转氨酶和总胆红素升高
等，少数患者伴有心律失常、肾损害
等，严重者因急性肝衰竭死亡。该
型是造成我国蘑菇中毒死亡的最主
要类型。

常见造成肝损害的毒蘑菇有：
鹅膏属的灰花纹鹅膏、致命鹅膏、裂
皮鹅膏、假淡红鹅膏和黄盖鹅膏等；
环柄菇属的肉褐鳞环柄菇和毒环柄
菇等；盔孢伞属的条盖盔孢伞和纹
缘盔孢伞等。

2.胃肠炎型：为临床上最常见
的类型。一般发病快，多在进食后
10分钟至2小时发病，少数患者可
达6小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全身无力。持续时间较
短，多在1-3天好转，预后良好。严
重者可因剧烈呕吐及腹泻，出现脱
水及电解质紊乱，甚至休克。

造成胃肠炎型的蘑菇很多，常
见的有：鬼伞属的毛头鬼伞、墨汁拟
鬼伞；毒红菇、点柄黄红菇；大青褶
伞、球盖青褶伞；粉褶白环菇；蛇头
菌等。

3.溶血型：多在餐后30分钟至
3 小时内发病，早期出现消化道症
状，随后大量红细胞破坏，出现腰部
酸痛、血红蛋白尿、贫血、黄疸、急性
肾损害，严重者可出现肾衰竭甚至
死亡。

常见造成溶血型的毒蘑菇有：
卷边桩菇；红角肉棒菌等。

4.神经精神型：发病快，多在进
食后15分钟至2小时内发病。除有
消化道症状外，还出现神经精神症
状，如瞳孔缩小、多汗、流涎、兴奋、
视物模糊、幻觉、步态蹒跚、谵妄等，
严重者可出现视觉畸变（小人国幻
视症）、狂躁、沮丧、焦虑、被害妄想
等精神症状。一般预后良好，多在
4-24小时内恢复。

常见造成神经精神型的毒蘑菇
有：牛肝菌的粉黄牛肝菌和华丽新
牛肝菌；丝盖伞属的裂丝盖伞、星孢
丝盖伞茶褐丝盖伞等；鹅膏菌属的

黄鳞鹅膏和球基鹅膏等。
5.光敏性皮炎型：潜

伏期较长，多在进食后
1-2 天发病，表现为
“日晒伤”样的皮

损，暴露皮肤见光
后出现红、肿、瘙
痒、灼痛等光敏
性皮炎症状，严
重 者 可 出 现 疱
疹，少数患者可
伴有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乏力、
呼吸困难等症状。

常见造成光敏性皮
炎型的毒蘑菇有：胶陀螺和

叶状耳盘菌。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
有智齿，有些人就没有呢？现代医
学一般认为智齿是人类进化的残
余物。

由于智齿生长在牙槽骨末
端，现代人类的牙槽骨由于进食
越来越精细化而在长度、宽度、强
度上不同程度的退化，从而导致
其无法提供足够的供智齿萌出的
空间，这样智齿在萌出时往往会
因为空间不足而造成异位萌出、
阻生；此外智齿本身的退化也会
导致萌出数目不足，不对称萌出
等。

这些萌出的异常加上清洁防
治的困难通常会在临床表现为智
齿冠周炎、智齿或者临近牙齿的龋
齿、牙周炎、牙髓炎等疾病，引发剧
烈疼痛。因此建议对于萌出异常
或者不对称萌出的智齿及早进行
预防性拔除。

医生建议对于垂直阻生、近
中倾斜、水平阻生、远中倾斜生
长的四类阻生齿应及早拔除。
阻生齿拔掉的难度一般比普通

牙齿要大，应选择正规、专业的
口腔医院进行拔除，且拔牙后24
小时内不要刷牙漱口，24小时后
可用凉水漱口，早晚刷牙，保持
伤口清洁，刷牙时注意保护伤
口。拔牙 2小时后可以吃东西、
喝水，饮食需清淡、温软，一周以
内忌烟酒，不能吃辛辣刺激、过
热、过硬的食物，同时要保证足
够营养，适当多吃肉、蛋、奶等富
含蛋白的食物。

本期科普专家介绍：徐力，海南省眼科医院青
光眼专科主任医师，门急诊部主任。

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发作

诱因：患者劳累，情绪激动，生气，在暗环境下。
症状：1.虹视（看灯光有彩色光环），视力明显下

降，或仅存光感。
2.剧烈眼痛、同侧偏头痛，甚至伴随恶心、呕吐

等症状。
判断：1. 患者或者家属可用手指交替按压眼

球，根据眼球的硬度判断眼压；
2. 可借助手电光观察患者的眼睛，可看到患者

眼球结膜水肿充血，甚至眼睑肿胀。角膜颜色发灰
（因为角膜水肿呈雾状混浊）。瞳孔扩大，多呈竖椭
圆形或偏向一侧，对光反射消失。

应与其他疾病鉴别，避免误诊：很多患者以为
高血压，胃肠道疾患，上火了，到急诊科就诊，按照
内科疾病治疗，耽误治疗。

紧急处理：家属应安抚患者，保持镇静；让患者
平躺；眼科急诊就医。

眼化学伤和热烧伤

诱因：不慎被化学液体、气体及化学粉尘溅如
眼内。

可能致伤物：
化学液体，如强酸（硫酸、盐酸及其他酸类）强

碱（氢氧化钠、氢氧化钾、氨水，硫化碱溶液等）。
化学气体，如：硫化氢、氨气等。
化学粉尘，如：燃料、化肥、石灰等。
症状：眼部刺激症状，如眼红、眼痛、灼热感或

异物感、流泪、眼睑痉挛、睁眼困难等。
判断：接触化学物质后出现眼部刺激症状。眼

睑、睫毛及眼内可见化学物质的残留物以及灼伤的
皮肤、黑痂等。

紧急处理：一旦接触化学物质后，应立即就地
冲洗眼睛，最好将头浸入水中，睁眼、摇头，充分冲
洗，水源以自来水为宜，只要水质清、水量足，任何
清水都可以用。冲洗愈彻底愈好，一般需要冲洗30
分钟，经过冲洗后立即转交眼科医师处理。

电光性眼炎

诱因：紫外线接触史，如：电焊（电焊工为多
见）、高原、雪地及水面反光。

潜伏期：3~8小时。
症状：有强烈的异物感，刺痛、畏光及眼睑痉

挛。
判断：在眼睛接触紫外线照射2~12小时后，患

者感觉眼痛、怕光、眼睛难于睁开、眼痛犹如许多沙
粒进入眼睛一样，视物模糊。眼睑皮肤充血、眼睛
红。

紧急处理：患者需及时到医院给眼科医师处
理，并做好预防，电焊工人操作时一定要戴上防护
面罩或眼镜。此外，高原、雪地或沙漠日光反射后
的紫外线也可使人发生电光性眼炎，需戴上防护
眼镜。

眼睛进异物

诱因：蚊虫、沙尘、洗发水、铁屑等异物进入眼
睛。

症状：疼痛、流泪、异物感、睁不开眼的症状等。
判断：自觉眼内明显的异物感，闭眼时感觉异

物摩擦眼睛，身边人可见异物并告知。
紧急处理：异物入眼后千万不要揉眼睛，因为

揉眼睛可能会擦伤角膜，甚至将异物往角膜深处
嵌入，加重损伤，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首先轻
轻将上睑皮向前拉起，上眼皮和眼球之间有一空
隙，让泪水向外流出冲刷异物，有时几秒钟可将
异物冲出，一次不行可多做几次（忌揉眼睛）。其
次，如果异物不能冲出，可让家人或朋友把眼皮
翻开，用棉签或干净的手帕蘸点冷开水轻轻将黏
附在眼皮内面的异物清除（忌慌乱转动眼球，以免
异物对眼睛造成进一步损害），最后如果找不到异
物，用手电筒照，异物嵌在黑眼珠，应立即到医院
眼科处理。

患者心脏比正常人大一倍

医生成功“拆弹换瓣”

本报讯（记者侯赛）心脏比正常人大一倍，但
各项指标却远低于正常人。一个月前，36岁的小赵
在海口市人民医院诊断患有罕见重症心脏瓣膜
病。如不及时救治，等待他的便是心衰、死亡。但
幸运的是，近日，医生成功为其“拆弹换瓣”，小赵重
获新生。

据了解，患者小赵15岁时就发现有一颗罕见的
巨大心脏。多年来他经常呼吸困难、心慌，体力活
动明显受限。由于经济困难，疾病迟迟没有得到治
疗，近来病情愈发加重，并且出现反复咯血症状。

一个多月前小赵辗转入住海口市人民医院心
脏外科，经药物治疗，症状有一定缓解，但心脏彩超
检查提示：二尖瓣重度关闭不全，主动脉瓣轻度关
闭不全，三尖瓣中度关闭不全，巨大左心房，心脏
比正常人大一倍，而且胸CT提示有纵隔占位和右
肺血管畸形的可能，属于罕见的重症心脏瓣膜病患
者，应尽早手术。

然而患者及其家属得知可以手术治疗后，仍然
一脸愁容。他们主要是担心手术风险和医疗费用
问题。得知小赵的顾虑后，医院又充分向患者解释
手术的必要性以及可通过多渠道帮患者争取民政
政策帮扶，患者终于同意了手术。

手术由该院心脏外科主任白树堂主刀，手术历
经6个小时，顺利完成。术后小赵恢复状况良好，术
后第1天，就拔除了气管插管，开始进食。

如今，小赵呼吸顺畅了，心情了舒畅起来，总说
好想早点回家，看看孩子。

眼科急症如何处理？

四类智齿请及时拔除

■ 本报记者 马珂

海南野生植物
资源丰富，每年春
夏，菌类进入生长旺
盛期，有人自以为凭
经验食用野蘑菇、野
果不会中毒，却不料
稍不注意就进了医
院……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走访各大医
院急诊科发现，食用
野生蘑菇、野果子引
起食物中毒时有发
生。

专家提醒，毒蘑
菇、毒果子的毒性成
分复杂，且没有特效
治疗方法。预防中
毒最有效的方法就
是勿采、勿食野生蘑
菇和野果子。

常
见
毒
蘑
菇

海南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勿信民间方法
切记勿采勿食

省疾控中心热带病与慢性
病预防控制所所长杨斌表示，民
间流传辨别毒蘑菇方法，如看颜
色和形状、看生长环境、用银器
辨毒、看分泌物、看有无生蛆生
虫等无一可靠。

一些野生的毒蘑菇与食用
菇类外形相似，鉴别需要具备专
业知识并借助一定的仪器设备，
仅靠肉眼和根据形态、气味、颜
色等外貌特征难以辨别，极易误
食而引起中毒。在野外，无毒蘑
菇往往与有毒蘑菇混生，无毒蘑
菇很容易受到毒蘑菇菌丝的沾
染。甚至部分附生在有毒植物
上的无毒蘑菇种类也可能沾染
毒性。所以即便食用无毒蘑菇，
仍会有中毒危险。

预防毒蘑菇和野果
子中毒的根本办法
就是避免采摘、
采购和食用没
吃过或不认
识的野生蘑
菇 和 野 果
子 。 蘑 菇
种植也要
在 具 有 专
业技术的农
艺师指导下
进行，按照规
范进行种植、采
摘、销售。市场监
管机构加强监管也很
重要。

无特效疗法
须立即催吐

“对于误食毒蘑菇和毒果

子，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而

且由于很多人食用后，没有保

留样本，也无法描述清楚，这

给医生治疗带来很大困难。”

欧阳艳红说。

欧阳艳红提醒，食用野生

蘑菇、野果子后一旦发现有任

何呕吐、腹泻、极度口渴、盗

汗、痉挛、晕眩、体温下降等中

毒现象，应尽早采用催吐、导

泻、灌肠等方法迅速排出毒

素。同时，催吐后应尽快到医

院接受治疗，就诊时最好携带

剩余蘑菇、果子样品，以备进

一步明确诊断。

同时，要警惕中毒“假愈

期”。部分病人经治疗后，急

性胃肠炎症状逐步缓解甚至

消失，给人以病愈的感觉，其

实此时毒素正通过血液进入

肝脏等内脏器官，侵害实质脏

器，会在1-2天后病情迅速恶

化，累及肝、肾、心、脑等脏器，

以肝脏损害最为严重。所以，

在中毒初期症状缓解时，仍应

留在医院积极接受治疗，观察

一段时间，确保病情稳定好转

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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