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家庭， 特别是有老
人的家庭都会常备安宫牛黄
丸，以便在关键时刻有“起死
回生”的效果。 安宫牛黄丸真
的有那么神奇吗？ 广州中医
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急诊科
主任李辉介绍， 并不是所有
昏迷的病人都适合吃安宫牛
黄丸，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
现家人陷入昏迷， 应该第一
时间呼叫 120， 并在现场做
力所能及的抢救。

不是所有昏迷患者都适用

李辉主任介绍， 安宫牛
黄丸的主要成分多为牛黄、
水牛角、 黄连及黄芩等苦寒
之品，功效为清热解毒、开窍
醒神， 对热入心包证表现为
神志昏迷、 高热烦躁等症状
的患者收效良好， 临床常用
于治疗有上述症状的中风急

性期、颅脑外伤昏迷等患者。
但并不是所有昏迷的患

者都适合服用， 比如说伴有
二便失禁、大汗淋漓、全身发
冷的神志昏迷患者就不适
合。 安宫牛黄丸中的牛黄、水
牛角、雄黄、黄连、黄芩、栀子
等药材都为大寒之品， 易损
伤脾胃， 故平时经常腹泻的
脾胃虚弱患者不宜服用。 安
宫牛黄丸中含麝香等走窜之
药，孕妇服了容易导致堕胎，
故孕妇应慎用。

李辉主任建议， 如果发
现家人昏迷， 又一时无法判
断原因， 不要盲目喂食药物
（包括安宫牛黄丸 ）， 否则轻
则容易反流和误吸入气管，
引起吸入性肺炎； 重则会堵
塞患者气道，出现窒息。 这时
更明智的做法是， 第一时间
拨打 120， 并在等待救护人
员到来前在现场做力所能及

的抢救。 如患者仍有呼吸和
心跳， 则将其摆放到一个舒
适的体位、开放气道即可；而
如果患者已经没有了呼吸和
心跳， 则应立即进行心肺复
苏，直到救护人员的到来。

更不可当保健品长期服用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急诊科戴凤翔住院医
师还提醒，安宫牛黄丸中的成
分中有朱砂 （主要为硫化汞）
和雄黄（主要成分是二硫化二
砷），这是两味险药，前者有镇
静、安神的作用，后者有解毒
之效，但长期服用可能会导致
其中少量可溶性汞和砷被机
体吸收，对肾脏、血液系统产
生一定慢性毒副作用。故安宫
牛黄丸只能作为特定疾病的
急救用药，不可久服或者当做
保健品而日常服用。

现在正是莲藕大量上市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莲藕新鲜多汁， 味道甚
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内分
泌科副主任中医师赵志祥特别介绍
一款适合三伏天的时令菜式：莲藕烧
鳝鱼。 莲藕中含有大量的水分、膳食
纤维以及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既可以
提供足够的饱腹感，升糖指数也不是
特别高。

莲藕可生吃，有清热解烦、解渴
止呕的作用，但脾胃虚寒的朋友并不
适合，所以我们用了焖煮的方式。 煮
熟的藕性味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
补心，有消食、止渴、生津的功效。 所
以，在夏天的时候多吃莲藕可以达到
滋补强身的效果。

鳝鱼是日常的常用食材， 每百克
鳝鱼肉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18 克，脂肪
含量只有 1 克，富含钙、铁、B 族维生
素等营养素。此时的黄鳝尤其肥美，民
间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 从中
医的角度看，鳝鱼味甘，性温，归肝、
脾、肾经，能补气血、强筋骨、除风湿。
夏天天气炎热，容易出现精神萎靡、疲

倦乏力的症状， 食用鳝鱼正好可以补
益气血，改善各种乏力虚损的症状。

莲藕烧鳝鱼
食材：莲藕 、鳝鱼 、香葱 、蒜瓣 、生

姜、剁辣椒。
步骤：
1、鳝鱼切成小块 ，冲洗后滤去血

水 ，在放了料酒 、蒜瓣 、姜片的沸水中
焯烫片刻 ，捞出 ，用流水冲洗浮沫 ，沥
干水分备用；

2、莲藕削皮 ，切大块 ，放入清水
中浸泡备用，以免发黑；

3、蒜瓣 、生姜 、香葱分别切碎末 ，
备好剁辣椒 1-2 勺；

4、坐锅热油 ，爆香蒜末 、姜末 ，入
藕块，略翻炒；下入鳝鱼，加适量生抽、
老抽、盐，1-2 勺剁辣椒，翻炒入味；倒
入温水或高汤，刚好没过食材，小火煨
至汤汁收干，出锅前撒上葱花即可。

建议：莲藕含有丰富的淀粉，所以
在糖尿病饮食中按照主食来管理。 但
相对于米饭， 莲藕属于高纤维素低热
量的主食，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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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连日发布橙色高温
预警，进入“烧烤模式”的天气
让不少人纷纷喊“热到变形”。
在持续火热的天气里，有不少
市民都会选择去果园、 树林、
河边等户外避暑胜地去玩耍
纳凉，谁知道回来却发现被蚊
虫叮咬，身上长出红风团还奇
痒无比。

近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五医院 （以下称 “广医五
院”）皮肤科门诊，就有不少因
瘙痒不堪而前来就诊的虫咬
皮炎患者。

5 岁的小患者小辉就是
其中一员，手上一片奇痒无比
的小红包， 让他不断地哭闹
着。上周末小辉与父母一起去
附近的果园摘果子后，手上长
了一颗颗的小红点，初时父母

以为是普通的蚊虫叮咬，过几
天就好。 然而几天后，红点不
仅一点没消， 面积还越来越
大， 红肿的地方更奇痒无比。
担忧的父母赶紧带着小辉来
到皮肤科就诊，才知道原来小
辉患的是虫咬性皮炎。

“虫咬皮炎是夏季非常常
见的皮肤病。 ”广医五院皮肤
科主任医师雷水生介绍，“虫
咬皮炎就是虫叮咬或其毒汁
刺激引起的皮炎，一般是由螨
虫、蚊、跳蚤、蜜蜂、蜱虫、蜈蚣
等节肢动物门昆虫纲中的虫
类所引起的。 ”

据介绍， 这些昆虫的唾
液或毒腺中含有多种成分，
当其口器刺伤皮肤时， 其唾
液或毒液也随之进入， 引起
局部毒性反应和 （或 ）过敏反

应。 它好发于婴幼儿童及青
少年， 尤以学龄期前更为多
见。“夏天由于皮肤暴露位置
较多，加上广州炎热潮湿的气
候，蚊虫活动频繁，最近不少
市民都频频中招”。

雷水生提醒， 暑假将至，
如家长带孩子去郊外、森林或
水边时， 应备好防蚊虫装备，
如防蚊液、防蚊贴、防蚊喷雾
等， 同时穿着浅色长袖衣服、
长裤、帽子，减少皮肤外露。一
旦被蚊虫叮咬，切勿抓挠以免
抓烂引起感染。

如果被叮咬后，出现成群
的鲜红风团样丘疹，皮损中央
有时可见水疱， 个别敏感人
群， 叮咬处可发生大片红斑，
明显水肿，甚至起大疱，就得
赶紧就医治疗。

当孩子咳嗽时， 中医大夫接诊完
后会告知家长， 患儿不要吃甜食，这
里的甜食包括了甜点、软饮料、糖果、
冰淇淋、蛋糕等，甚至一些甜的水果，
这是为什么呢？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儿科廖永州副主任医师今
天为读者来解答。

原因一：高糖会刺激咽喉 。 甜食
含有糖分过高 ，过高的糖分会刺激我
们的咽喉部产生不适 ， 刺激咳嗽增
多，会影响患儿进食、睡眠和活动。

原因二：甜食不利于排痰 。 咳嗽
常伴有痰液 ，脾为生痰之源 ，甜食容
易碍滞脾胃 ，使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
受到影响 ，则水湿凝聚成痰 ，痰液上
聚于肺脏 ，就出现痰鸣漉漉 ，迁延不
愈 ，对于咳嗽能力差的小儿可能会出
现痰堵气道而窒息的危险情况。

知多 D：有些止咳药为
何越喝越咳？

上面两点也为我们解释了为什
么一些患儿在服用一些止咳化痰的
成药后咳嗽反而加剧，因为小儿服药
困难，为改善口感，止咳化痰类的成
药经常以糖浆的形式存在。 因此患儿
在咳嗽期间， 我们建议饮食要清淡，
少吃或不吃甜食，这对于患儿的咳嗽
是大有帮助的。

盛夏酷暑，不少人常常莫名
其妙地失眠，感到困倦、情绪烦
躁、爱发脾气、心情低落、闷热不
安等。 这很可能是“心理中暑”
了。 这时要使自己平静下来，注
意养心，以防心火内生。

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医科副
主任医师林举择表示，夏季是心
脏病的高发期，中医认为“心与
夏气相通应”， 心的阳气在夏季
最为旺盛，所以夏季更要注意养
心。 夏季养生还需注意在精神上
做好调摄，切忌大悲大喜，以免
以热助热，火上加油。 这时夏至
之后的养生不妨适当吃点“苦”。
林举择为读者推荐一款略带点
苦味，发挥解暑祛湿、除烦安神，
补益心脾食疗作用的节气养生
汤，适合现时暑热难耐，出现心
神不宁，心烦失眠等病症的人群

多饮用。

木耳苦瓜咸蛋滚鸡心汤
【材料】干品黑木耳 30 克 ，

苦瓜 500 克 ，咸蛋 1 个 ，鸡心 500
克，猪瘦肉 200 克，生姜 3 片。

【制作】各材料清洗干净。 黑
木耳洗净后泡发备用 ； 苦瓜洗
净 ，去瓤核 ，切为厚块 ；咸蛋去壳
切小块 ；猪瘦肉切片飞水 ；鸡心
对半切开飞水备用 。 起油镬 ，放
入生姜片 、猪瘦肉片和鸡心爆炒
片刻 ， 再加入清水 2000 毫升左
右 （约 8 碗水分量 ）煮至沸腾 ，之
后依次放入黑木耳 、苦瓜片和咸
蛋粒滚至熟 ，出锅前加适量食盐
调味即可温服。 因咸蛋本身有咸
味 ，下盐前要先试味 ，以免汤味
太咸。 这是 3-4 人分量。

【功效】消暑祛湿，清心除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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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缺牙长者，广东爱牙补贴种新牙
“广东省爱牙工程”派福利，即日起致电 020-8375� 2288 申领 5000 元 / 颗种牙补贴，抢 0 元种植牙方案设计
名额，0 元数字化矫牙口扫名额，享博硕学位种植名医亲诊，免挂号费、专家会诊费、种植方案设计费！ 文 / 华章

79 岁的陈伯伯种完牙后为种植医师点赞

数字化诊疗中心看牙更精准 专业的口腔诊疗服务 博硕学位口腔专家一对一亲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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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 张忠德教授

孩童腹痛久不休，寒湿食滞纠缠致

医案 小周，5 岁，腹痛两月多

德叔解谜 脾虚为本，饮食不当，寒湿食滞纠缠所致

预防保健 管住嘴，忌寒凉，配合艾灸

德叔养生药膳房 虫草花砂仁煲鲫鱼

5 岁的小周原是个调皮的
小男孩， 平时也很少生病，但
两个月前开始出现腹痛，就诊
于某儿童医院诊断为肠系膜淋
巴结炎， 其间吃了不少药，但
仍有反复 。 近来天气炎热潮
湿， 外婆认准小周的肚子痛是
湿热导致，于是天天给小周煲
苦瓜、冬瓜、鸡骨草、土茯苓等
清热利湿的汤，谁知道小周腹
痛不但没缓解， 反而加重了。
近段时间小周持续腹痛，小周
妈妈认为饮食应该清淡，经常

煲白粥， 结果小周的脸色却越
来越差。 当小周一进诊室，德
叔便看到小周瘦瘦弱弱的，小
脸又青又黄， 坐在那里十分安
静， 完全没有小孩子的活力。
妈妈还说小周胃口很差， 最近
大便也干结、 难解。 德叔问起
哪里痛， 小周指了指肚脐周围
及偏右区域， 但德叔摸摸小周
肚子问：“摸着痛不痛？ ”小周
点头又摇头。 德叔摸脉望舌，
发现舌淡红， 苔白厚， 心里便
有了思量。

肠系膜淋巴结炎在儿童中
十分常见，腹痛常出现在脐周及
右下腹，多以间歇性为主，可能
会伴有发热、恶心、呕吐等症状，
现代医学主要以对症处理为主。
德叔认为，小周的腹痛，主要是
脾虚，饮食不当，脾阳受损，导致

运化能力下降，进而出现食滞与
寒湿相互纠缠，而出现腹痛。 治
疗应健脾化湿与柔肝并举，注意
饮食调摄。 小周服用中药一周
后，腹痛明显缓解，后间断随诊
近一月余， 就没再喊肚子痛，小
脸蛋也是白里透红。

材料： 鲫鱼 1 条 ， 砂仁 3
克 ，虫草花 （干品 ）20 克 ，生姜
3～5 片，食用油、精盐适量。

功效：健脾化湿。
烹制方法： 诸物洗净 ，虫

草花放入温水中 ，稍浸泡 。 鲫
鱼宰净 ，去内脏 ，置油锅慢火

煎至两面微黄 ；将上述食材一
起放进瓦煲内 ，加入清水 1500
毫升 （约 6 碗水量 ），武火煲沸
后 ， 改为文火煲 1.5 小时 ，放
入打碎的砂仁 ，煮 10 分钟 ，再
放入适量精盐即可 。 此为 2～3
人量。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沈中

神阙穴 ：即肚脐 ，有调
补元气之效。

Tips：

德叔强调， 这类患儿多数
与不良饮食习惯有关。 进入三
伏天，暑湿热重，人们喜欢喝冰
冻饮品、 西瓜、 香瓜等解暑之
品，但此类患儿不能贪凉，不宜
吃太多生冷瓜果。 平时可以用
掌根轻轻按揉腹部，也可 配合
使用穴位贴敷。具体如下：艾绒

5 克，花椒粉 5 克，蜂蜜适量。
上述药材中，放入适量蜂蜜，调
成糊状； 取少量药糊加热后放
在纱布上，待温度适宜后，敷于
神阙穴，待冷却后更换，每次敷
约 5～10 分钟，1 周 2～3 次。

不是所有昏迷病人都适合用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戚正涛

高温天，游果园，这种皮炎多人中招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王葳

莲藕新鲜上市，
和鳝鱼一起煮补气血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梁译尹

咳嗽为什么不能吃 的？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江美容 欧阳学认

网传“驱蚊大法”有用吗？
疾控专家一一破解！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沈纪川

每到夏天， 就是各种
防蚊灭蚊大作战。 网上热
传许多“驱蚊大法”，真的
有用吗？ 广州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消杀部何时雨
表示，这些防蚊灭蚊小妙
招， 看起来简单又实用，
但真要严谨地论证一番，
会发现仅少数有轻微效
果，大多不靠谱。 最简单
粗暴但有效的防蚊灭蚊
大招，是釜底抽薪 ，清理
积水！ 如果家里总会有无
法清除的积水， 怎么办？
何时雨表示，可以用苏云
金杆菌、球形芽孢杆菌等
生物灭蚊幼剂或灭蚊幼
缓释剂。

盛夏养心，解决“心理中暑”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今养生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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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驱蚊大法”靠谱吗？
不靠谱 1� 肥皂水驱蚊
肥皂水是朋友圈传播广泛的

灭蚊妙招之一， 方法是把盛有肥
皂水和洗衣粉混合液的脸盆放在
窗前，并紧闭门窗。 第二天，就会
发现蚊子死在盆中。原因是，肥皂
的香味可以诱使蚊子产卵， 而混
合液体又能杀死蚊卵和成蚊。 但
弊端是，肥皂水的浓度不好控制。
浓度太高，蚊子吸引不过来。浓度
太低，则起不到灭蚊的作用，反而
容易孳生蚊虫。

不靠谱 2� 烧桔子皮或熏醋
网传在家里点燃晒干的桔

子皮 ，既可驱蚊 ，又能使室内空
气清新 ； 把煮沸的醋装在盘子

里，置于室内，蚊子就会被熏跑。
但何时雨表示，这些做法都缺少
科学依据，因为这些做法并不能
产生具有驱蚊效用的化学成分，
倒不如买些正规厂家生产的电
热蚊香来得实在。

不靠谱 3� 喷洒维生素 B1
� � � � 网传直接口服或把维生素
B1 溶解于水喷洒在皮肤表面可
防蚊。 原因或许是因为维生素 B1
有微弱臭味和苦味， 喷洒在皮肤
表面想让蚊子“退避三舍”。“口服
维生素 B1 驱蚊”的说法，也是基
于人体能够通过汗液排出这种特
殊味道。

但目前科学研究表明， 蚊子
对气味的喜好与人类不一样，让

人觉得反胃的维生素 B1，并不会
对蚊子产生影响。 而且， 维生素
B1 的分子结构非常不稳定，怕热
且见光易分解， 溶解在水里喷洒
的做法，本身就不可靠。

不靠谱 4� 植物驱蚊
驱蚊草、夜来香，作为“驱蚊

植物”在网上热卖，理由是利用这
些植物散发出的特殊且浓郁的气
味，达到使蚊虫不敢靠近的目的。

研究表明， 这类植物分泌的
香叶醇、香茅醇、柠檬醛等物质，
确实对昆虫有一定的驱避作用。
但这些物质平常并不会随便释放
出来， 只有在受到机械摩擦或昆
虫取食等物理损伤时， 才会大量
释放。 就像我们搓揉一把艾蒿，才

能闻到浓浓的艾蒿味一样。 因此
仅靠叶片平时散发出来的气味浓
度来驱蚊是远远不够的。

而长久放置于室内， 夜来香
等所谓的驱蚊植物可能还会对人
体造成一定危害。 因此，如果要在
室内摆放， 请尽量选择放在通风
的阳台或窗口。

不靠谱 5� 用花露水洗澡
花露水驱蚊是有前提的，只

有含避蚊胺成分的“驱蚊花露
水”，才能起到驱蚊效果。 但即使
是含有避蚊胺的花露水， 经洗澡
水稀释后， 防蚊的作用也变得微
乎其微。 更何况，花露水中还含有
酒精、香精等成分，加在洗澡水里
可能会导致孩子过敏。

缺牙危害大，补救要及时
很多人觉得缺一两颗牙没什么，其实，缺一颗

牙往往会引起其他牙齿的缺失， 严重时甚至导致无
牙颌的现象。 广东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常
委、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常委、德伦口腔
集团医疗副总裁兼东风总院技术院长徐世同提醒
道：“缺牙要及时补救， 因为牙齿是互相依靠并排站
的，缺了一颗牙，旁边的牙齿会失去依靠而长歪，牙

齿长歪以后，邻牙和旁边的牙之间的缝隙变大，容易
塞牙，进而导致蛀牙、牙周病、牙槽骨吸收，旁边的牙
齿也会逐渐松动、脱落！ ”

古稀老人种新牙，晚年享口福
79岁的陈伯伯一直饱受缺牙的困扰，全口仅剩

寥寥几颗牙齿，脸颊凹陷更显苍老，讲话口齿不清阻
碍日常交流。 因为缺牙，就连吃饭也都成了问题，导
致身体因营养不良而日渐消瘦、精神不振。

家人对此十分着急， 多方寻医问诊终于来到
了德伦口腔看牙。

经过一系列口腔检查及德伦口腔博硕学位口腔
专家的联合诊疗， 为陈伯伯量身定制了数字化亲骨
型无牙颌即刻修复种植牙方案，重建全口新牙。

广东省惠民看牙补贴正式发放
“广东省爱牙工程”是由广州广播电视台《G4出

动》主办、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协办、广东省老年基金
会为指导单位，德伦口腔为承办单位及唯一技术指定
单位的援助活动，为让更多市民“看好牙，易看牙”，推
出系列补贴政策，拨打020-8375� 2288申领补贴：

● 5000元/颗进口种植体补贴
● 9000颗明星时尚美牙1折起
● 8000元起矫牙补贴
● 10元购德伦口腔【全家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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