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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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痨病刚愈又起痛风
德叔妙手标本兼顾

文/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清 通讯员 沈中

48岁的区姨，两年前出现了咳嗽、痰中带血、低热、胸
痛，到医院检查后，被告知是患了肺结核。在胸科医院接
受规范抗结核治疗一段时间后，复查结核相关检查显示
阴性。区姨刚为治好了结核松口气，又出现了关节肿胀、
疼痛，到医院检查发现尿酸也高了。一病刚好又起一病
的区姨，这次拒绝了西药，下定决心找中医好好看看，便
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德叔门诊。就诊时的区姨，右踝关
节发热红肿，疼痛得厉害，走路一跛一跛的，精神也不怎
么好，说话有气无力，吃不下东西，稍微吃点东西就肚子
胀，睡眠差，大便也很烂。

医案 区女士，48岁，抗结核治疗后关节肿痛

痹证多因湿浊内盛而致，加上区姨长期服用抗病毒药
物，虽然是规范化的抗结核治疗措施，但是区姨的脾胃薄
弱，时间久了脾胃受损。中医认为脾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将
胃消化的水谷精微运转到全身各处，脾气一旦受损，不能
正常运化水液，便聚而成湿，流入关节的腔隙内，痹阻经
络，导致痹证的发生，郁久化热就会出现局部关节肿胀、疼
痛。区姨的根本是脾虚湿盛，但因为目前处于痛风急性发
作期，急则治其标。故治疗上，以清热祛湿、通络止痛治标
为主，兼以健脾益气和胃，以治其本。区姨服用了5天中
药，关节疼痛就明显改善了，继续服用了两周，其他诸症也
都明显改善。

德叔解谜 德叔解谜：脾虚湿盛，痹阻关节

德叔建议区姨这类人群，应选择自己喜爱的运动
形式适当运动，如慢跑、太极拳、跳舞等，运动频率 5
次/周，每次运动时间以 30 分钟为宜，运动量应逐步增
加，且冬季不宜减少运动量。此外，还可配合中药外
洗，起到祛风除湿止痛功效。药材：威灵仙、豨签草、
海风藤、土茯苓各 30 克。具体操作：将上述药材放入
锅中，加入适量清水煎煮 30-40 分钟；取出药汁倒入盆
中，待药温降至 45℃左右时擦洗患处，每次 10-15 分
钟，1日两次。

预防保健 适当运动配合中药外洗

德叔养生药膳房 木瓜煲排骨

材料：猪脊骨 500 克，木瓜 150 克，薏米 40 克，黄芪 20
克，生姜 3-4 片，精盐适量。

功效：健脾益气，祛风除湿舒筋。
烹制方法：将猪脊骨洗净，切块，放入沸水中焯水备

用，木瓜削皮，切块备用；上述食材一起放入锅中，加清水
1500 毫升（约 6 碗水量），武火煮沸后改为小火煲 1.5 小时，
加入适量精盐调味即可。此为3-4人量。

羊城健康爱心大行动·温暖社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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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牙不及时，后悔一辈子
为什么说种牙不及时，后悔一辈子呢？我

们吃进去的东西需要牙齿咀嚼并进行分解，如
果没有牙齿的加持，食物就不能很好得到分解，
身体就难以吸收好的营养成分。特别是老年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流失得快，如果再加
上牙齿松动，缺牙等情况，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种牙=贵？不存在的！
很多缺牙人士不去种牙都是因为“贵”，所

以他们会选择装活动义齿来代替！但是活动
义齿终究是假牙，除了咀嚼能力差之外，还要
经常拿下来清洁，非常不方便！

为了关爱缺牙人士，德伦口腔限时种牙一折
优惠，还能领5000元进口种植体补贴，相当省钱！

数字化亲骨即刻修复种牙
数字化亲骨即刻修复种牙，通过 3D数字

化实现可视化精准微创种牙，缩短手术时间，
结合亲骨型种植体，提升骨结合率，对比其他
种植方式，能显著缩短治疗时间，减少手术次
数，减轻治疗痛苦，避免大范围植骨。此外，德
伦口腔还根据患者情况特设舒适麻醉科，满足
不同患者的舒适种牙需求，减轻市民种牙恐惧
和疼痛。广东爱牙补贴正式发放，即日起拨打
020-8375 2288领取看牙福利！

“广东爱牙工程社区行”派福利：致电020-8375 2288申领5000元种牙补贴，抢博硕学位种植名医亲诊名额，免挂号费、专家会诊费！

缺牙人士福音，种牙1折起 文/路得

新年好牙好口福
爱牙工程发补贴

为进一步倡导世界卫生组织8020计划，提高市民生活
质量，推进“粤口腔健康”建设，在广东省临床医学学会的指
导下，德伦口腔连锁作为承办单位及技术指定单位启动“广
东爱牙工程社区行”，针对市民缺牙、无牙等口腔问题，持续
提供多方面公益援助。

缺牙市民均可拨打020-8375 2288可申领5000元进
口种植牙补贴，实现百岁好牙梦想。

齐阿姨进行口腔拍片，了解口腔缺牙状况 种牙后的齐阿姨吃什么都香

广州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老
年病科主任廖慧丽

主任介绍，冬季长者呼吸道疾病
高发，一是因为冬季天气寒冷，风
大干燥，昼夜温差和室内外温差
较大，冷空气吸入易刺激呼吸系
统，是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在冬季
高发；二是因为冬季老人普遍阳
气不足，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因此
更易发生感冒流感、哮喘和慢阻
肺急性发作。

廖慧丽建议老人可提前接种
流感疫苗；要注意保暖，尤其头
颈、背、足，随温度变化增减衣物；
可适当增加户外活动，最好选在
日照充足的时段，避开太早过晚
时段，且要避免空腹运动，运动时

也要避免过于激烈，以免诱发疾
病；每天下午4点到6点之间可晒
半小时后背，有助于增强体质，提
高抵抗力；多喝水，多吃水果，防
治老年皮肤干燥瘙痒症；要注意
通风，每天开窗通风半小时到一
个小时，居室里还可用米醋或艾
条消毒；外出时佩戴口罩、勤洗
手、少聚集。

很多老人很关心冬季进补话
题，廖慧丽建议，在冬季应少食生
冷，但也不宜燥热，应有的放矢地
食用一些滋阴潜阳，热量较高的
膳食为宜，同时也要多吃新鲜蔬
菜以避免维生素的缺乏。“冬令进
补”应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
选择清补、温补、小补、大补，不可
盲目进补。

冬春都是流行性感冒的高发季节，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内科蓝森麟教授推荐了一款芫荽黄豆饮，经常饮用
有预防流感的作用。

芫荽黄豆饮

材料：黄豆 10g、芫荽 30g。
做法：先将黄豆浸泡，洗净，加适量水煎煮 15 分钟后，再

加入芫荽，继煎 15 分钟即成。
功效：防治流行性感冒。
食材挑选：以叶鲜、茎嫩为优。腐烂、发黄者无香气，有可能

产生毒素，不宜食用。可洗净并将水沥干后切末，装入保鲜盒内。

知多D：芫荽妙用多

芫荽别名又叫胡荽、圆荽、香荽、香菜，是许多家庭日常烹
调中的调味菜，殊不知它也是一味中药材，味辛、性温；归肺、胃
经。《本草纲目》记载：“胡荽辛温香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能
辟一切不正之气。”芫荽功能解表透疹，健胃消食，止痛解毒。

芫荽浑身是宝，芫荽油有祛风解毒、芳香健胃功效，可促
进外周血液循环，功能散寒，辟邪解秽，杀虫止痛，下气通畅，
杀鱼腥。芫荽子还可治产后无乳及脱肛等。

老伯煮海蟹被扎伤险截肢

67 岁蔡老伯（化名）患有糖尿
病和痛风，但是身体还算硬朗，偶
尔会吃点海鲜解馋。近日，他在
家里清理海蟹时不小心被夹到了
右手拇指，由于伤口不大，没有放
在心上。当天晚上，蔡老伯拇指
出现胀痛不适、发烧。第二天，拇
指末端颜色发暗，疼痛加重，虽然
打了抗生素但没有好转，甚至开
始出现乏力、胸闷、心慌、出冷汗
等症状，家人紧急将他送到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番禺院区
急诊，随后收治入院。入院后蔡
老伯的病情急转直下，面临要截
肢的危险，最后明确蔡老伯为海
洋创伤弧菌感染，予更改抗生素
治疗方案，加强营养支持、补液治

疗等，病情才得到控制。

隐形的海洋杀手——
海洋创伤弧菌

谁会想到为吃海蟹，结果要花
钱入院？海洋创伤弧菌又是什么
东东？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骨外科副主任兼番禺院区骨外
科主任曹燕明介绍，海洋创伤弧菌
是栖息于海洋中以及海鲜体内外
的一种常见海洋弧形细菌中的一
种，这种细菌“嗜盐”，故只能在海
水中存活，但可从蛤蜊、螃蟹、贝壳
及鱼虾等类海产品中检出。常好
通过肢体远端皮肤上的刺伤、割伤
或口腔等小伤口侵入人体，临床上
大多以脚趾或手指远端的伤口接
触到被创伤弧菌污染的海水或上
述海产品而被感染。

对一般抗病能力较强的健康人
群或经常接触海水和海鲜的近海
人们来说，感染多半很轻微或不发
病。但对酗酒、肝病、糖尿病、风湿
性关节炎、慢性肾衰、淋巴瘤以及
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药物等高危
人群以及内陆人群来说，由于其免
疫功能和抗病能力低下，一旦感染
此类弧菌后，局部皮肤很快出现不
断扩大的红肿热痛、出血性水疱和
皮肤变黑坏死等症状。

当深部筋膜和肌肉遭受侵犯
时，感染常顺沿肌肉间隙快速（1-2
天内）蔓延到大腿或上臂，引发大
面积的肌肉及筋膜严重坏疽溃烂
和发出恶臭。

他表示，创伤弧菌以及坏死组
织释放出的强烈毒素大量进入人
体血液后，将引发高热、败血症和
中毒性休克等严重症状，最后多因

全身器官（包括脑）功能衰竭而致
病人于发病后1-2天内死于严重的
败血症和毒血症（病死率一般高达
50%，重症者可高达 90%）。

处理海鲜要戴手套，
伤口有变要及时就医

曹燕明提醒，人们进食了未经
煮熟的上述被污染了的海鲜，也可
被感染，临床上多以恶心、呕吐、腹
痛、腹泻、发热等消化道症状为
主。所以，建议海鲜务必要煮熟煮
透后才吃；盛装和制作生熟海鲜的
器具和器皿必须严格分开；处理海
鲜时应戴手套以防扎伤，应尽快地
清洗受伤创面，并辅以有效的消炎
措施，如果伤口出现红肿热痛等明
显感染症状时应尽快就医，以免耽
误诊疗。

芫荽黄豆饮防流感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刘庆钧

提示“可被治愈”

高血压可以被治
愈？没错！当血压暂时
或持续性升高是某些疾
病的症状时，通常可以
通过治愈原发疾病而治
愈“高血压”。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郭颖副
主任医师提醒，“可被治
愈”的继发性高血压患
者不是个例，但却常常
被漏诊、误诊，如有可疑
表现，需格外注意。

冬季长者要注意防这些常见病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刘庆钧 图/许俊杰

进入冬季之后，随着冷空
气一波波南下，广州的气温也
是如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
这个季节是老年人多种疾病
的高发季节，烫伤、跌倒等意
外也会频发。那么老年人在
这个季节如何做好防护，减少
疾 病 和 意 外 的 发 生 ？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由羊城
晚报老友记俱乐部主办，广州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矿
泉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广州
市恒善社会工作服务社、广
州市越秀区思媛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矿泉街社工服务站、
好大夫口腔医院、南医百慈
康养中心协办的“羊城健康
爱心大行动·温暖社区行”走
进越秀区矿泉街社工服务
站，举办“冬季长者常见疾病
预防及治疗”等主题科普讲
座和义诊。据悉，活动将在
广州市各大社区持续进行。

年轻人摔一跤可能没什么，
但跌倒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致
命的！据数据显示：在我国，跌
倒是 65 岁以上老年人因伤害死
亡的首位原因，造成跌倒的危险
因素，可能就藏在家庭生活空间
的某个部分。南医百慈康养中
心院长姜家宝在“高龄长者家中
照料与护理注意事项”讲座中提
醒，老人意外事故发生频率的高
低依次是跌倒、坠床、被撞倒，其
次为夹伤、烫伤、走失、触电，家
有老人的家庭要逐一检查地面、
通道、照明、楼梯、扶手、睡床、室

温等，排除危险因素，必要时做
一些住处改造装修和使用合适
的辅助用具。

对于已经行走不便的老人可
借助手杖或助行器。手杖长度最
好是手臂下垂时从地面到手腕的
高度，上台阶时可手杖先上台阶，
再是健腿上台阶，最后是患腿，下
台阶时是先手杖下台阶，再是患腿
下台阶，最后是健腿。步行器与手
杖相比稳定性更强，更为安全，但
使用步行器的前提是，老人有判断
力和较好的视力，在步行器的支持
下能够行走，不会发生危险。

护好呼吸道，头颈背足要保暖晒晒后背

家有老人要逐一排除家中危险因素

烹制海鲜时一定要戴手套
图/视觉中国

不少市民在家处理、烹
饪海鲜时，难免会被扎伤。
别以为这是小事情，小伤口
处理不及时，也可能会截肢、
甚至危及生命。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余燕红 通讯员 许咏怡 唐程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黄睿 张阳
图/视觉中国

高血压有这些特点

被海蟹扎伤非小事，处理不得当或有截肢风险 养生方日
今

高血压患者的“异常长胖”

李先生患高血压 3 年，从发现
高血压开始，李先生的肚子越来越
大，脸也越来越圆，而且面部皮肤发
红，大腿内侧及腰腹部皮肤出现紫
纹，有时候还会有淤斑。

随着体重的持续增加，李先生
发现自己胖得“不对劲”：后颈部和
肩背部越来越厚，四肢却越来越细，
还伴随着双腿无力、行走困难的状
况。更令人头疼的是，李先生的血
压也越来越高，服了几种降压药也
毫 无 起 色 ，收 缩 压 超 过 了
160mmHg。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李先生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内分泌科就诊，希望能够控制血压，
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一直长胖。

医生经过全身检查后，发现李
先生的血皮质醇明显增高，垂体有
小腺瘤，原来是库欣综合征，手术切
除垂体瘤后，李先生的血压回降，其
他症状也有所缓解。

可被治愈的高血压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内分
泌科周晶主治医师指出，李先生的
高血压属于继发性高血压，通常治
愈原发疾病则可实现血压下降。

大部分人都认为高血压就是慢
性病，需要进行长期的药物治疗，实
际上继发性高血压常常被忽略。这
类高血压在高血压人群中占比 5%
左右，继发性高血压除了高血压本
身造成的危害以外，还可导致严重
的心脑血管损害，其危害程度较原
发性高血压更大，而早期识别、早期
治疗是治愈的关键。

郭颖指出，通过筛查相关病
因，可以对继发性高血压患者进

行针对性治疗，在靶器官（心、脑、
肾 等）发生严重损伤之前如果可
以及时去除病因，就能够有效实
现治愈高血压。

然而，继发性高血压的诊断与
治疗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由于
缺乏相关知识、公众认知度低、早期
临床表现不明显等原因，继发性高
血压极易漏诊、误诊。因此，新诊断
高血压患者应该进行常见的继发性
高血压筛查。难治性高血压应该考
虑到继发性高血压的可能性。对于
这类患者，可到内分泌专科或高血
压专科就诊。

继发性高血压有何特点？

哪些高血压可能是继发性高血
压？

（1）患者发病年龄＜30 岁，但
血压水平呈中、重度升高（血 压 >
160/100mmHg）；

（2）老年患者原来血压正常或

者规律服用降压药物下血压控制平
稳，但突然出现了血压升高或者原
有降压药物疗效下降，血压的波动
性大，药物治疗反应差；

（3）顽固性高血压（使用三种降
压药，血压仍然不达标）；

（4）急进性和恶性高血压，病
史短但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程
度严重，进展速度更快，病情更难
控制；

（5）特殊症状、体征：如肌无
力、周期性四肢麻痹；明显怕热、多
汗、消瘦、心悸；打鼾，睡眠时反复出
现呼吸暂停或憋气；有发作性的头
痛、面色苍白、多汗、视物模糊、胸
闷、心悸；向心性肥胖、库欣外貌、月
经异常、多毛、易骨折；

（6）早发的冠心病、脑卒中病史
或家族史；

（7）体检时或临床检查中发现
不明原因的肾功异常、血像异常、电
解质紊乱、双肾不等大、肾上腺偶发
瘤的高血压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