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肾病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得了上呼吸道感染的年轻人，若发现身体出现水肿、

腰痛、疲乏等症状，也要引起高度警惕，谨防急性肾炎。”在近日召开的“中华中医药

学会肾病分会2019年学术会议暨第三十二次中医肾病学术交流会”上，大会执行

主席、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病科主任汤水福教授提醒说。

感冒出现这些症状
警惕急性肾炎

以下三类人是肾病的高危人群，汤水福
提醒，一定要定期做筛查，出现问题及早治
疗，避免发展到肾功能衰竭——

1.有肾脏病家族史者：有血缘关系的亲
属成员中有肾脏病患者，其他家庭成员患肾
脏病的机会明显增加。

2.60岁以上人群：由于老年人机体各器
官系统的衰老以及肾脏的结构和肾功能的
减退，肾病发病率增高；同时，由于老年人常

常一身多病，经常使用多种药物，更使得肾
脏病变错综复杂。

3.合并有慢性病者：包括高血压、糖尿
病、高尿酸血症、高血脂、肝病患者，若不能
早期有效控制，可造成肾损伤。所以，建议
有高血压、糖尿病或痛风者，若患病5年以
上，最好每半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每3个月
查一次尿常规，重点监测尿蛋白。

（本报综合）

三类高危人群莫忘定期筛查

提起肾病，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感
觉就是慢性病，上了年纪才容易得。
对此，汤水福指出，老年人确实是慢性
肾病相对高发的人群，但年轻人因感
冒等引起的急性肾炎也不少见。该如
何预防肾病？他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
常规体检，检查包括尿常规、肾功能、
双肾B超等项目。

1.防急性肾炎，年轻人莫轻视感冒
包括普通感冒、病毒性咽炎、喉

炎、扁桃体炎在内的上呼吸道感染，
控制不力，易导致机体免疫功能紊
乱，引起免疫反应。而当病毒随着血
液抵达并沉积到肾小球后，可引起急
性肾炎。

好多年轻人把感冒不当回事，汤
水福提醒，若出现感冒症状如怕冷、发
热、咽痛、咳嗽、出疹等，就不应该“硬
扛”，要及时就医。如果感冒后尿中有
血或泡沫，出现浮肿等应尽早做尿化
验，争取早诊断、早治疗。如果感冒后
发现身体出现水肿、腰痛、疲乏症状更
要引起警惕，不要自行诊断服药，应及
时到肾病专科治疗。

2.防慢性肾病，老人要定期检查
老年人为慢性肾病相对高发的人

群。慢性肾脏病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
慢性肾脏结构和功能障碍，病因主要
有原发性肾小球肾炎、高血压、糖尿病
肾病、继发性肾小球肾炎、梗阻性肾
病、缺血性肾病等。

慢性肾脏病的不同阶段，临床表
现各不相同，早期可无任何症状，或仅
有乏力、腰酸、夜尿增多等轻度不适，
中后期可有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贫血
等症状，发展到终末期上述症状更加
明显，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汤水福提醒老年人应定期
做尿常规、肾功能及肾超声检查，并尽
早处理好泌尿系统结石、巨大肾囊肿、
前列腺增生等可逆性疾病。对于糖尿
病及高血压患者，要严格控制血糖、血
压达标，适量饮水不憋尿。饮食上应
坚持优质低蛋白饮食，同时注意保证
每天的热量摄入维持在30~35千卡/
公斤，以避免营养不良的发生。根据
个人生化检查结果在医生的指导下适
当忌口，比如在血钾、血磷偏高时不吃
含钾高的食物（如香蕉、橙子、木耳、香
菇），不吃含磷高的食物（如坚果类、海
产类、动物内脏等），同时注意控制食
盐量每天不超过6克。

年轻人防急性肾炎老人防慢性肾病
如何及早发现肾病？汤水福指出，肾脏

有很强的储备功能，只有在有些生理因素发
生严重变化，超过肾的代偿能力时，才表现
出临床症状。肾病初发时有以下5大症状，
如出现这些症状应及早做排查：

1.水肿，从面部、眼睑开始，严重时可
以累及全身，并伴有尿量的减少和体重增
加。

2.尿量的变化，从正常人的1000~1500
毫升，减少到少于400毫升或多于2500毫升
均为尿量异常，提示有可能患肾脏疾病。

3.尿液颜色的变化，正常是清亮淡黄色，
若出现尿色发红、乳糜样、尿中泡沫增多应
提高警惕。

4.高血压，这个是大家容易忽略的症状
之一，多数患者仅服用降压药，未进行系统
检查，从而漏诊了肾血管狭窄、肾功能不全
等相关疾病。

5.消化系统症状，相当多的肾功能衰竭
患者首发症状为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而先到
消化科就诊，这时不要忘记检查尿常规、肾
功能。

出现5大症状及早排查肾病

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鼻炎人
群也在逐渐增加，尤其是过敏性鼻炎患
者。虽然这不会威胁生命安全，但也会
带来工作生活中的不便和社交尴尬，严
重者还会引起中耳炎、引发哮喘等病
症。因此，过敏性鼻炎也要积极防治。

对此，社会上流传许多“高招”，可
疗效都怎么样呢？一起来看看。

方法1：用偏方
疗效：☆

许多人尝试过用偏方，甚至用过往
鼻子里插大葱或大蒜的“土方子”。的
确有人会因偏方的一时作用或味道的
一时刺激改善当时打喷嚏流鼻涕的症
状，但由于没有辨证病因对症下药，没
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大多数人用
偏方没有长期效果。

方法2：吃感冒药
疗效：★

很多人鼻炎时吃感冒药会见效，但
这并不意味着感冒药可以治鼻炎。

感冒药中的一些抗过敏药物成分
与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成分相似，所
以会有效。但感冒药的复方药物更多，
许多成分是治疗鼻炎不需要的，因此有
用药过度或不足的可能。

方法3：冲洗鼻腔
疗效：★★★

洗鼻子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缓解
感冒和鼻炎的方法。这是有效的。

用干净的水冲洗鼻腔，可以减少鼻
腔内部细菌和过敏原，一箭双雕缓解症
状。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多地频繁
冲洗，以免破坏鼻腔正常环境。

方法4：戴口罩
疗效：★★★

戴口罩可以为鼻腔增加屏障，相对
减少过敏原的吸入，适合过敏性鼻炎患
者。

方法5：加强自我管理
疗效：★★★★★

过敏性鼻炎，不只提倡药物治疗，
更需要综合的健康管理。如确诊并远
离过敏原、加强健康饮食和运动锻炼
等，通过打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和增强体
质来防治过敏性鼻炎，最安全可靠。

（本报综合）

防治过敏性鼻炎“高招”多
鼻孔插葱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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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sheng jian kang感冒老不好 可能是鼻炎
秋冬季节，

有些人特别容
易“感冒”，动不动就打喷
嚏流鼻涕，可感冒药吃了
一大堆，却总也不好。也
许，你得的不是感冒，而

是鼻炎。

区分感冒和过敏性鼻炎
把握四个关键点

冬天，除了冷空气，最不缺的就是
喷嚏。有的人是感冒，有的人则是鼻
炎，还有很多人是感冒了却以为自己是
鼻炎、鼻炎了误以为是感冒，以至于错
误用药，耽误了治疗，甚至生生把感冒
拖成了鼻炎。

这其中，尤以过敏性鼻炎最容易被
误会为感冒，因为二者的明显症状都是
鼻塞、流涕、打喷嚏。那么，如何正确分
辨呢？记住这些关键点——

感冒会传染
鼻炎不传染

感冒，实质上是外界病毒、细菌入
侵身体引起的。我们经常觉得感冒是
因为着凉，其实是着凉后体质较弱更容
易被病毒成功入侵造成的“假象”。所
以，感冒时体内存在病毒、细菌，会传
染。

过敏性鼻炎，又叫变应性鼻炎，一
般是特应性体质接触外界致敏原引
起。这是一种过敏性疾病，没有病毒、
细菌，不会传染，一般也不会危及生命，
但影响生活质量，也有一定遗传倾向。

感冒多全身难受
鼻炎仅局部反应

感冒时除了鼻塞、流涕、打喷嚏，还
会有乏力、浑身酸痛、发热等全身症
状。尤其是流感，全身症状更明显。过
敏性鼻炎的症状则主要集中在局部，主
要是鼻子和眼睛。很多人鼻炎时，眼睛
都会流泪或有眼痒睁不开等不舒服的
感觉，但少见浑身肌肉酸痛。

感冒是常年性
鼻炎是阵发性

感冒是常年性的，一年四季都会发
生，而且常常是在受到病毒感染数天之
后发作。

过敏性鼻炎是阵发性的，接触过敏
原后立即出现症状。如果每年都在相
同的时间，或是每次都是接触了同样的
东西后发作，那很可能是过敏性鼻炎。
尘螨、兽毛引起的过敏性鼻炎，由于这
类致敏原是常年存在，患者的症状也是
四季都有。这跟有些植物过敏原引起
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又多有不同。

感冒可自愈
鼻炎难痊愈

病毒引发的感冒多是一种自限性
疾病，在对症治疗防止并发症的情形下
可自愈，一般一周左右就会好转。

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可能在几分钟
后消失，也可能持续很久，主要取决于
是否与过敏原接触隔离。如果没隔离，
即便一直用药，也会继续出现症状，无
法痊愈。

过敏性鼻炎只是诸多鼻炎种类中
的一种，许多“日常喷嚏”其实都是缘于
鼻炎。

喷嚏接连不断
过敏性鼻炎

经常有人会接连打数个喷嚏，或者
打喷嚏的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喷嚏打得
比较严重，有时还伴有源源不断的鼻
涕。这很可能就是过敏性鼻炎患者接
触到了过敏原所致。

常见过敏原有花粉、杨柳絮、灰尘、
螨虫、猫毛等，还有人会对一些香气味
道、霉菌环境等过敏。

一冷一热打喷嚏
血管运动性鼻炎

冬天从暖和的屋子到室外，夏天从
室外进入空调屋，很多对温度敏感的人
经历了一冷一热的环境变化后，就会打
喷嚏。

这主要是因为温度刺激鼻腔，血管
舒张功能发生了变化，引起水样分泌物
增多导致，温度适应了就慢慢好了。

喝热水后流鼻涕
血管运动性鼻炎

许多人吃饱喝足之后，或是在喝热
面汤、喝热水时流鼻涕，这跟上面的情
况类似，也可能属于血管运动性鼻炎。

年龄大了流鼻涕
老年性鼻炎

随着年龄的增加，有些老年人会不
自觉地流出清鼻涕。这可能与鼻腔黏
膜退变和身体机能退变引起的鼻腔敏
感度变化有关。这种情况被称作老年
性鼻炎，是一种生理现象。

“神药失效”越用越重
药物性鼻炎

许多人喜欢用“通鼻小神药”，吸一
吸鼻子就通气，可缓解感冒或慢性鼻炎
时的鼻塞症状。但用了一段时间后，管
用的时间越来越短，甚至鼻塞愈发严重。

这是因为许多“通鼻小神药”里含
有血管收缩剂成分，长期、大量使用就
会发展成药物性鼻炎。

这些“日常喷嚏”
竟然都是鼻炎

嘉鱼县中医医院

正式揭牌启用
本报讯 通讯员邓丹、格红超报道：元旦前夕，嘉鱼

县中医医院（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嘉鱼分院）新院举行
揭牌仪式，标志该医院正式启用。

在开业期间，该院免收挂号费，并连续举办几场大
型义诊活动，邀请省第三人民医院多个科室专家来现场
为大家看诊。

当天，前来参加义诊的市民络绎不绝，医院服务环
境高端、大气、温馨、舒适，现代化诊疗设备齐全，信息化
管理快捷方便，亲情式服务贴心周到，让前来看病的市
民赞不绝口。

据悉，县中医医院新院区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开
放床位280张，停车位200个。新院将在继续发挥中医
特色，开展“治未病”、“体质辨识”、“冬病夏治”等中医特
色服务，同时将充分依托省第三人民医院优质医疗资
源，新设卒中中心、胸痛中心、痛疼中心、血液净化中心
等新科室或诊疗中心。

同时，该医院门诊还设有名医堂，将会定期聘请省
第三人民医院、省中医药大学等武汉知名专家来院坐
诊，让嘉鱼市民可以享受到省级一流医疗服务。

赤壁市人民医院

福利院义诊送健康
本报讯 通讯员宋超报道：近日，赤壁市人民医院

急诊科与心内科组织部分医护人员到蒲纺福利院开展
健康知识宣教及免费体检义诊活动，为福利院的老人们
送去健康和温暖。

一大早，虽然阴雨绵绵，气温超低，蒲纺福利院内却
暖意融融，赤壁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与心内科医务人员针
对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人多发、易发
病，开展健康知识讲座，耐心解答老年人提出的健康问
题，现场进行诊断并提出初步治疗方案和建议等。同
时，还为老人进行免费体检，提醒老人们在生活中对各
自的饮食情况及日常活动加以重视。

此次活动，共为福利院老人免费体检30余人，发放基
础药品20余盒，急诊科余海波主任亲自为卧床老人查房，
还送去了爱心水果。通过活动，帮助老人们提高了健康知
识，做到有病早治，无病先防，让他们感到老有所养，病有
所依，得到了福利院老人和工作人员的一致赞赏。

jian kang jiao yu

教育

常吃辣椒或有助
降低心脏病风险

意大利研究人员发现，经常吃辣椒或有益心脏健
康，降低死于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

意大利地中海神经疾病研究所人员随访意大利莫
利赛区22811名居民，对每位居民的随访时间平均为8
年，以了解他们的饮食习惯和健康状况。当地饮食普遍
偏辣，研究人员发现，研究对象每周吃辣椒在4次以上，
死于冠心病的风险降低44%，死于中风的风险降低超过
60%。此外，他们还发现，无论研究对象饮食习惯如何，
经常食用辣椒似乎都有益心脏健康。研究报告主要作
者玛利亚罗拉·博纳乔说：“换句话说，有人坚持健康的
地中海饮食，有人饮食不那么健康，但食用辣椒对他们
的心脏都能起到保护作用。”

研究显示了食用辣椒关联较低的心脏病或中风死
亡风险，但未能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研究人员猜测，
辣椒中所含的辣椒素或有益心脏健康。先前也有研究
指出，辣椒素有消炎、镇痛的特性。相比而言，甜椒中所
含的辣椒素较少，虽然食用甜椒也有益健康，但保护心
脏的效果不明显。该研究报告刊载于日前出版的《美国
心脏病学会杂志》上。

手机“夜览”模式
可能有碍入睡

英国研究人员发现，大部分智能手机的“夜览”或“护
眼”模式虽然减少了屏幕照明发出的蓝光，但对睡眠无
益，有可能令手机使用者更难入睡。

先前有研究显示，蓝光不仅有害视力，还影响人体分
泌褪黑激素，进而影响睡眠质量。智能手机厂商因此为
手机设置了“夜览”或“护眼”模式，开启后可减少手机屏
幕照明所散发的蓝光。

然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发现，蓝光对睡眠
的干扰影响有限。相比开启“夜览”或“护眼”模式，睡前
使用手机时调低屏幕显示亮度更有助睡眠。研究人员
说，与白天日光相比，黄昏时光线昏暗、含蓝光较多，会向
身体释放出该睡觉的信息。手机“夜览”或“护眼”模式设
置通常以暖色调的黄光或橙光取代冷色调的蓝光，向使
用者大脑发出“混淆的信息”。

研究人员称：“夜间使用较暗、色调较冷的光照明，而
日间使用暖色调光线或许更有益（入睡）。”虽然是以老鼠
实验得出上述结论，但他们确定结论同样适用于人类。
该研究报告刊载于最新一期美国《当代生物学》杂志。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