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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到来，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在大排档里吹

着凉风、吃着烧烤、喝着啤酒，很是惬意，但若经常如

此，会加重脾胃负担，有可能患上急性胰腺炎。上饶市

立医院中医科主治医生熊贞良告诉记者，有很多患者

认为急性胰腺炎就是一个炎症，消消炎不就好了？ 但

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简单。

重症急性胰腺炎致死率约占

10%

熊贞良告诉记者，急性胰腺炎是多种原因导致胰

酶在胰腺内被激活后引起胰腺组织自身消化、 水肿、

出血甚至坏死的炎症反应， 而诱因大部分是饮酒过

度、暴饮暴食。胰腺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这个器官分

泌的胰酶在平时的作用是消化食物，但当这种酶被激

活后，它就会消化胰腺自身。 所以西医在治疗胰腺炎

时要禁食禁水、胃肠减压，再加上静脉注射生长抑素，

抑制胰液的过度分泌。 若是重症坏死性急性胰腺炎，

还会伴有各种并发症，严重的可导致死亡，死亡率约

占

10％

。

突然腹痛、呕吐、发热或是急性胰腺炎

急性胰腺炎的表现大多为以下三种：

腹痛：腹痛常发生于中上腹部，有时向腰背部呈

束带状放射，常突然发作于大量饮酒或饱餐后。 轻者

为钝痛，重者多呈持续性绞痛。所以当腹痛刚开始时，

就一定要及时就医。

恶心、呕吐：多数患者发病时会呕吐，甚至吐出胆

汁，吐后腹痛并不缓解。

发热：多数急性胰腺炎患者出现中度发热，一般

持续

3-5

天。

另外， 重症胰腺炎可能会出现低血压、 休克、心

衰、呼吸衰竭，导致患者生命垂危甚至死亡，几乎所有

急性胰腺炎的死亡病例均为首次发作。

预防急性胰腺炎要少食辛辣少喝酒

《 黄帝内经》有云，“ 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所以预

防急性胰腺炎最首要的就是注意饮食， 不要暴饮暴

食，少吃热量大的食物，尤其是炎热的夏季，要少吃辛

辣、烧烤类食品，尽量减少喝酒。平时饮食七八分饱即

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经常锻炼身体。

另外，熊贞良还特别提醒，患有胆囊炎、胆结石

者，应及时找中医调理，避免出现胆原性胰腺炎。

（ 本报记者 桂颖辉 文

/

图）

经常喝酒撸串

要警惕急性胰腺炎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夏季要远离“冷刺激”

夏季是传染病高发季节 医生支招如何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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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坐导致颈背部疼痛

当心得了上交叉综合征

入夏后，气温上升湿度增加，细菌、病毒滋生速度加快，传染病开始进入高发季节。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主任医生周利华提醒广大市民要做好传染病的预防工作，

特别是儿童是重点防范对象。

细菌性痢疾

细菌性痢疾简称菌痢， 是夏季常见的肠道传染病之

一，主要由痢疾杆菌引起。 一般来说，

2～7

岁宝宝的发病

率最高。

菌痢可分为

3

种：分别是急性普通型、急性中毒型和

慢性痢疾。普通型痢疾最为常见，发病特征为：起病急，腹

泻、腹痛，可伴有恶寒、发热、头痛，脓血便或黏液脓血便；

中毒型痢疾表现为起病急、高热、精神萎靡、反复抽风、嗜

睡，甚至昏迷。 病情重的宝宝可能会有面色苍白、四肢发

凉、心音低弱甚至休克等症状，若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

险。因此若有以上症状出现，爸爸妈妈一定要及时将宝宝

送往医院；慢性痢疾多由急性菌痢迁延不愈引起，病程超

过

2

个月。表现为食欲低下，腹泻、腹部阵痛，宝宝身体较

虚弱。

就医指征：菌痢常因治疗不及时而导致病情加重，因

此，无论是哪种情况，爸爸妈妈都应该将婴儿及时地送往

医院，不可小视。

预防措施： 预防菌痢的主要方法就是在平时要注

意饮食卫生，不给宝宝吃不干净的食物，给宝宝喂牛奶

或者其他乳制品时一定要将其煮沸、消毒

,

绝对不要给

宝宝喝剩奶；让宝宝从小注意个人卫生

,

养成饭前便后

洗手的习惯

,

勤剪指甲

,

不让宝宝用牙咬指甲或吸吮手

指；另外

,

提倡用母奶喂养宝宝

,

尤其是在宝宝患病或病

后更应坚持母乳喂养。 平时做到勤换尿布、勤晒被褥也

可以控制细菌传播。

伤寒

伤寒是一种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 与由感

冒引发的体寒不同。其发病范围主要是学龄期宝宝，周岁

以下宝宝较为少见。

宝宝在患伤寒后的第一周体温呈梯形上升， 第二周

呈高热，持续

1～2

周，最长可达

6

周；脉缓，表情淡漠，反

应迟钝，高热时伴谵妄、嗜睡，部分病例于第二周皮肤可

出现淡红色玫瑰疹。 当宝宝患病后，要让他卧床休息，并

保持大便通畅，热退后酌情轻度活动，饮食以高热量、高

营养、高维生素、易消化为宜，必须为流质、半流质无渣饮

食，以便容易消化。同时，要保证充足的水分给养。如果宝

宝高热持续不退，可以用酒精掺水擦浴、头枕冰袋，或者

额部放冰袋降温。在宝宝发病期间，应保持宝宝的皮肤和

口腔卫生，防止感染。

就医指征：要注意一旦宝宝腹部和腹痛严重，应及时

就医。 如果宝宝原因不明地持续发烧

,

也要及时到医院诊

断治疗

,

以免延误病情。

预防措施：平时，不要给宝宝吃腐败变质的食物和瓜

果，生食的瓜果一定要洗干净

;

帮助宝宝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不喝生水，勤为宝宝洗手。

疟疾

疟疾是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热带和亚热带传染病，

通常由感染了疟原虫孢子的蚊虫叮咬后进入到人体的血

液而引起发病。

患了疟疾的宝宝会出现高烧和间歇性的寒颤、 阵发

性高热、寒战、出汗，并伴有头痛、恶心、呕吐等特征。间日

疟是疟疾里最为常见的疾病，潜伏期为

10～12

天，有微

热、无力、全身酸痛，发作为隔日一次，先寒战、后高热。面

色苍白，恶心、呕吐、发抖、高烧，面色赤红，头痛，数小时

后，大汗淋漓，热退，症状缓解，反复发作可引起贫血、脾

大。 宝宝年龄越小，症状越无定型，到

5～6

岁以后表现和

成人疟疾相似。宝宝疟疾发作一般间隔无规律，发冷期仅

表现为面色苍白，口唇发绀，无寒战。发热时常有呕吐、腹

泻等胃肠道症状。 在夏天的时候，疟疾是很容易诊断的。

就医指征：恶性疟疾常伴有胃肠病与休克等症状，病

势凶险，不可大意，爸爸妈妈应及时送宝宝去医院救治。

预防措施：大力消灭蚊虫，用蚊帐或蚊香防止蚊虫叮

咬宝宝。

红眼病

红眼病又称为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是一种由病毒感

染引起的接触性传染病。

红眼病有传染性强和发病急的特点， 健康宝宝的眼

睛如果无意中接触了病人眼屎或眼泪污染过的东西，如

毛巾、脸盆、玩具等就会受到传染。 常在感染后

1～2

天甚

至几个小时内两个眼睛先后红起来， 引起眼球结膜和眼

睑结膜充血，伴有眼分泌物多，流泪，有异物感，眼内烧灼

样疼痛等。 患有红眼病的宝宝会双眼先后发病， 眼睑红

肿、眼结膜充血和出血、眼睛发痒、怕光、流泪、眼屎多，一

般不影响视力，耳前淋巴结肿大并有压痛。

就医指征：爸爸妈妈如果发现宝宝感染上了红眼病，

应及时带他去医院请眼科医生诊治。 红眼病如果治疗不

彻底可能变成慢性结膜炎。 宝宝发病后

,

爸爸妈妈要做好

室内用具、玩具、毛巾等物品的消毒。 爸爸妈妈也应该勤

洗手，以免造成交叉感染。

预防措施：在平时

,

爸爸妈妈应该教育宝宝注意个人

卫生，勤洗手

,

毛巾专用

,

不让宝宝用脏手揉眼睛

,

勤给宝

宝剪指甲

,

饭前便后要洗手；眼屎多时

,

要用干净手帕或纱

布为宝宝轻轻拭；游泳要注意泳池的卫生。

乙脑

乙脑又称为流行性乙型脑炎， 是由乙脑病毒引起的

急性传染病。 一般

2～6

岁的宝宝最容易得病。 患病的宝

宝常有高热、意识障碍、惊厥、呼吸衰竭和脑膜刺激症等

特征，患病严重的宝宝会留下神经系统后遗症。

乙脑的传染源是病人和受感染的动物

(

猪和其他家

畜

)

，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蚊子叮咬传播。 在发病初期宝宝

通常起病情较急，发热

39℃～40℃

以上，汗少、嗜睡、精神萎

蘼等；后期体温持续高热，可出现意识障碍

,

嗜睡甚至昏迷、

抽搐。 护理患了乙脑的宝宝，爸爸妈妈首先要保持病室的

安静

,

注意宝宝口腔及皮肤的清洁

,

防止发生褥疮。

就医指征：一旦宝宝出现体温居高不下、精神恍惚、

呼吸急促或困难、脉搏紊乱、血压过高、瞳孔放大等状态

,

应立即就医。 宝宝高烧时可用

30%

的酒精给宝宝擦浴

,

在

腹股沟、腋下、颈部放置冰袋

,

或用降温床或冷褥。

预防措施：预防乙脑的最好办法是预防接种，让宝宝

按时接种乙脑灭活疫苗，宝宝

1

岁时首次免疫

1

针，

2

岁

时接种第二针，

6

岁时再加强接种

1

针， 除

7～9

月外，一

年其他时间都可以接种。 另外需要注意灭蚊。

（ 唐亚婧 本报记者 桂颖辉）

中医药领域博大精深，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在

21

世纪，

中西医结合被引入，以相互帮助和受益，许多国家还试图将

中医药引入医疗保健，这间接继承了中国的医学知识和传统

文化。 上饶市中医院主任医生唐发武告诉记者，应该注意的

是，西药和中药都有相对的禁忌和副作用，然而，中医药在这

方面相对优越。虽然中药很好，但有些不适合长期使用，否则

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西药的治疗效果很快，但它们都是浓缩

药物，对人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相比之下，中药的副作用小

得多，安全性高很多，即使服用了错误的药物，只要及时更

换，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对人体造成太大伤害。

唐发武提醒，虽然中药在短时间内没有问题，但长时

间服用后也会对身体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身体有伤害，特

别是以下

6

种中药尽量不要长期使用。

1

、含有朱砂成分的中药。 朱砂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中药，

它又冷又甜又有毒，正确使用，清热解毒，安神通泥，还可用

于治疗心悸、肝灼伤多动、失眠、梦境、神经衰弱等。此外，朱砂

还可以用来防止腐蚀和延长原材料的保质期，但是，应该注

意的是，摄入量不能太大，否则会导致金属中毒，在严重的情

况下，它会导致困倦、头晕、脑肿胀和双眼眩晕。

2

、含有银杏叶的医药产品。 在古代，人们认为银杏是

一种重要的中草药，据有关记载，银杏不仅具有降血脂、清

热解毒、软化血管的作用，而且具有抗炎、镇痛、抗菌的作

用。 此外，银杏还富含矿物质和纤维，对人体也有重要作

用。 但对于现在的许多老年人来说，他们更喜欢将银杏浸

泡在水中，事实上，这是错误的，因为银杏富含银杏铜和银

杏酚，如果长期过量服用，会导致食欲不振、恶心、胸闷、疲

劳等现象，甚至严重危害心脏健康。

3

、雄黄药材。 雄黄的功效是解毒、杀虫、干燥水分、黏

液和捕捉疟疾，临床上雄黄可治疗带状疱疹、化脓性感染、

皮肤瘙痒、蜈蚣、毒蛇咬伤等恶性疾病。 对于鼻息肉、腮腺

炎、疥疮、汗渍、口腔伤口和脓疱，雄黄可以口服或外用。雄

黄对肿瘤有很强的治疗作用，它主要体现在雄黄和一些药

物（ 如生姜）的结合上，可以治疗肝癌、宫颈癌和其他恶性

肿瘤，但雄黄在人体内大量摄入是有害的。

4

、菊花。菊花对人体有很多作用，比如清热解毒、清肝

明目，如果喉咙痛、眼睛红肿，也可以相应地喝一些菊花

水，这将有助于改善症状。菊花富含维生素和类黄酮，适量

饮用可以达到美容美发的效果。虽然菊花有很多作用，但它是一种凉性物

质，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人们怕冷、大便疏松等症状。

5

、何首乌。何首乌是一种能滋养人体甚至延年益寿的中药，但使用中

也要注意剂量，不要用太多，否则会导致胃出血和呕吐，还会损害肝脏和

肾脏，并导致许多疾病。

6

、蒲公英。 许多人会选择蒲公英泡水喝，这样可以减掉一些脂肪，这是

非常正确的，因为蒲公英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它能刮去体内的脂肪并将其排

出体外，在蒲公英泡水喝还可以缓解许多疾病，如牙痛、头痛、牙龈出血、喉

咙痛等。 但蒲公英属于感冒中药，长期使用会导致体内一定程度的寒冷，引

起一些疾病，甚至对肝脏有一定影响，从而危害人体健康，尤其是女性朋友，

来月经时服用蒲公英会导致月经紊乱。 （ 本报记者 桂颖辉 文

/

图）

广丰区

50

岁的张先生近日吃了一根棒冰，两小时

后突发心前区剧烈闷痛，于是到医院急诊科就诊。 心电

图检查提示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医生紧急手术

开通血管，手术中发现前降支近段完全闭塞，于是进行

前降支血栓抽吸，并植入支架。 让张先生没想到的是，

医生说诱发其心梗的是一根小小的棒冰。

夏季吃冷饮易诱发心梗

据上饶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李宇琛介

绍， 突然的冷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 导致血压升

高，甚至会导致冠状动脉严重痉挛、斑块破裂、血栓形

成，造成急性心梗，危及生命。

据统计， 约

30%

的急性心梗患者发作前会出现消

化道症状，表现为腹胀、腹痛、腹泻、恶心、呕吐，极易被

误诊为急性肠胃炎或消化不良， 从而耽误心梗抢救的

黄金时期。 那么，为什么明明是心肌梗塞，患者却表现

出肠胃炎的症状？

李宇琛介绍，这是因为心脏本身是没有感觉的，所

谓的“ 心痛”，其实是由于支配心脏的神经将疼痛传到

大脑，大脑再传到脊柱，进而传递到胸部 、背部 、肩部

等。 在这个过程中，疼痛通过与支配心脏神经平行的其

他神经传递给患者， 如果碰到的这根神经恰巧是支配

肠胃的，就会表现为腹痛。

警惕心梗的不典型症状

心梗的典型症状一般为胸痛， 急性心梗通过胸痛

表现出来的占

70%

左右。 如果剧烈胸痛持续半个小时，

一定要抓紧去医院就诊。

急性心梗通过身体其他部位疼痛表现出来的占

30%

左右，其中又以消化道症状居多。 其他症状还有出

汗、牙痛、头痛、咽喉痛、上肢或后背疼痛，有的还会表

现为咽喉疼痛不适，甚至恶心、呕吐等。

目前不典型心梗的发生比例大大增加。 由于不典

型心梗临床表现不突出，容易和其他疾病混淆，因而常

常会被患者及其家属忽略， 导致误诊甚至失去抢救时

机。 比如，有糖尿病、冠心病等基础病的患者以及肥胖

人群和老年人，出现上腹疼痛、牙痛以及原因不明的不

适时，要想到急性心梗的可能，及时到正规医院做心电

图等相关检查，以免错过最佳的抢救时机。

需要提醒的是，心梗发作时，如果自己还有意识并

有活动能力，无论在做什么，都要及时停下来就医，最

好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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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电话。 电话中要清楚地告诉接线员你

的具体地址和病情表述。 如果身边有家人朋友在，那就

把这一切交给他们去做，你要做的就是平躺或坐下，不

要随意走动，等待救援。 （ 本报记者 程家富 文

/

图）

广信区的徐姐是一家企业的

财务人员， 因需要长时间伏案工

作，导致她颈背部经常疼痛。 同事

建议她站起来动一动也许就好

了，然而两个月过去了，颈背部疼

痛不但没有消失， 反而出现了头

疼、头晕症状。 于是，她来到了上

饶市中医院门诊就诊。

长时间伏案工作易导致上交

叉综合征

上饶市中医院主任医生叶家

瑞对徐姐检查后确诊， 她患的是

上交叉综合征。“ 什么是上交叉综

合征？ ”徐姐很是疑惑。

叶家瑞说，上交叉综合征是指

由于长时间伏案或过度锻炼胸部

肌肉（ 忽视了背部肌肉锻炼、胸部

肌肉拉伸练习等） ，造成相应部位

肌肉力量不平衡 （ 主要指胸大肌

过紧及收缩， 菱形肌和斜方肌中

下束被拉长） ，导致头部前倾（ 颈

椎正常弧度减少或变直） 、 含胸

（ 圆肩） 、驼背（ 胸椎曲度增加） 、肩

胛骨耸起等一系列形体变化 ，进

而导致颈肩部肌肉紧张酸痛 、头

痛头晕 、手臂麻木 、呼吸不畅 、心

慌胸闷、便秘等各种症状。 长时间

低头玩手机、 距离电脑屏幕过近

等不良习惯很容易导致上交叉综

合征。“ 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办

公室综合征，因为伏案工作，保持

一种坐姿时间过长， 就会造成相

关肌肉群的疲劳， 时间长了就会

造成人体的相关关节、肌肉、骨骼

的生理改变。 ”如果对上交叉综合

征不加干预任其发展， 会导致颈

椎过度前伸， 压迫神经， 引发头

痛，导致颈椎病。

改善不良体态首选运动疗法

为了纠正徐姐的体态问题，叶

家瑞建议她进行医学运动疗法

（

MTT

） ，即运用科学的运动训练和

拉伸方法，平衡肌肉力量，使紧张

的肌肉得到放松， 弱化的肌肉得

到加强。 针对肌肉不平衡的情况，

制定个体化康复方案， 进行系统

化康复训练。 同时因为颈椎及胸

椎曲度改变， 除了对肌肉进行强

化和拉伸外， 还可运用正骨手法

进行矫正。

背阔肌拉伸。一只胳膊从头后

弯曲伸向另一侧， 另一只手抓住

腕部。 身体分别向两侧、向前倾，

扭转，最大化地拉伸背阔肌。

胸肌拉伸。单侧手臂靠门框进

行单侧拉伸，然后进行对侧拉伸。

上斜方肌、胸锁乳突肌、肩胛提

肌、斜角肌拉伸。采取坐姿，一只手放

在同侧臀部， 另一只手拉头部向对

侧倾，感觉到颈部轻微拉伸即可。

通过系统的运动疗法，大部分

患者即可消除症状。 此外，还需在

平时尽可能保持正确的身体姿势，

比如“ 肩带缩回”“ 下颌内收”，尽可

能每时每刻保持正确姿势，让身体

适应新的姿势。（ 本报记者 程家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