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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伤处“变形”多半已骨折  

有些人摔倒后觉得受伤很轻，往

往不去看医生。事实上，很多“自我

感觉”并不靠谱。如发生受伤的部位

肿胀、疼痛或不敢活动的情况，损伤

的肢体不敢用力，特别是下肢不敢踩

地，应高度怀疑发生了裂缝骨折。 

若受伤部位出现与未损伤部位不

一样的畸形，如“脚歪了”，或“手腕

变形”了，或在伤腿活动时能听到骨

错动的响声，则十有八九是骨折了，

应尽快就医。 

（摘自《晚晴报》2014年1月13日）  

 服用感冒药不可随意叠加  

得了感冒，一次吃多种药物或加大药量

疗效会加倍？ 

据了解，不少人在患了感冒之后都习惯

“喝袋感冒灵，再吃片康泰克”。但是临床

医生称，感冒药不是特效药，仅仅能缓解一

些感冒症状，因此只要对症服药即可，无需

“叠加”服用。专家提醒，这是患者错误的

认识，很多感冒药本身就是复方成分，如果

随意“叠加”，不仅疗效没有提升，而且可

能会对一些肾功能不佳或敏感体质的患者造

成肾损伤，严重者可致急性肾衰竭。 

（摘自《晚晴报》2013年12月25日） 

说到控制血糖，很多搪友首先想到

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药物的选择，很

少有人把注射技术与血糖达标联系起

来。事实上，由于注射不规范，导致血

糖控制不力的情况非常多见，甚至引发

患者对注射胰岛素的恐惧。 

胰岛素是控制血糖的“好药”，但

是胰岛素治疗效果的体现受到许多环节

影响，其中注射技术包括注射器具和注

射方法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为此，《

中国糖尿病药物注射技术指南》首次提

出了“三位一体”理念:即注射技术与

注射药物、注射装置同等重要，缺一不

可。  

在注射技术的细节方面，正确的注

射技术包括注射部位的选择和轮换、注

射的角度和捏皮肤的手法、最佳的注射

针头长度、合理的器具处理方案等。 

第一，适合注射胰岛素的部位包括

腹部、大腿外侧、手臂外侧1/4处和臀

部。这些部位利于胰岛素吸收且神经分

布较少。不同胰岛素因起效时间的差

异，注射部位应有所选择。例如: 短效 

胰岛素注射部位首选腹部；中效胰岛

素首选大腿和臀部；预混胰岛素及类

似物在早餐前注射首选腹部，晚上则

首选大腿或臀部，以避免夜间低血糖

的发生。 

第二，由于胰岛素是一种生长因

子，反复在同一部位注射会导致皮下

硬结，降低该部位的胰岛素吸收率，

进而使得血糖不稳。因此，平时的注

射一定要注意注射部位的轮换。注射

部位的轮换包括不同注射部位间的

“大轮换”和同一注射部位内的“小

轮换”。“大轮换”是指在腹部、手

臂、大腿和臀部间的轮换注射，有两

种方法，一种是按照左边一周，右边

一周的方法；另一种是按照左边一

次，右边一次的方法；而“小轮换”

则要求与上次的注射点距离约1手指宽

度，尽量避免在一个月内重复使用同

一注射点。 

第三，为保证将胰岛素注射至皮

下，若使用较长的笔用针头或胰岛素

注射时必须捏起皮肤并以45度角注

射。大多数成人使用胰岛素笔注射

时，无 需 捏 皮，直 接 注 射 即 可。另

外，将活塞完全推压到底后，针头应

在皮肤内停留10秒钟，先拔出针头再

松开皮褶。 

第四，患者在胰岛素注射过程中

应遵守针头“一针一换”的原则。否

则多次使用会造成针尖钝化，可能导

致皮下脂肪增生，甚至出现将针头留

置在体内的意外。 

第五，用完的针头不能随意丢

弃，必须放入加盖的硬壳容器中，以

免造成污染。 

（摘自《老同志之友》2013年7月下） 

打胰岛素不可忽视的 
几个细节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教授  郭晓蕙 

中药的苦味有清热解毒、健胃、助消化、抗菌等作用。有些人受不了这么苦，服药后会自己喝些
甜饮料，或者吃甜味的点心。然而，专家提醒，这样不仅会影响药效，更有可能伤到脾脏。 

健胃散、龙胆大黄合剂等健胃药的苦味能刺激味觉和消化腺的分泌，从而增进食欲，帮助消化。
吃甜食会掩盖苦味，削弱这些作用。此外，甘味（甜味）走脾胃，量少时能补益脾胃，但服药后吃甜
食，不仅会有饱腹感，还容易滋腻伤脾，减少唾液分泌，让食欲变得更差，影响药物的健胃作用。甜
食里的糖还可能与药物结合，影响药效。 

除了健胃药外，服用治疗湿热病症的苦味药，如治疗大便不通的大黄清胃丸时，吃甜食容易留住
病邪；服治疗湿浊病症的藿香正气丸时，也不宜吃太多甜食。 

服这些不宜和甜食一起用的药物时，可以尝试以下缓解药苦的方法：汤剂的温度服用时控制在
15℃～36℃之间较好；丸剂用温开水送服；服用苦味中药宜快不宜慢，以减少药汁在口中停留的时
间；服药后立刻喝些温开水，或用凉水漱口，以减少苦味对味蕾的刺激；在熬制中药膏剂时，如果药
物很苦，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加蜂蜜、饴糖等甜味辅料收膏，这样既可以改善口味，又便于汤液成
膏。 

需要提醒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苦味药都不能与糖或者甜味食物同用。有些药材就同时含有苦味、
甘味，如当归。甜味对于这些药的影响并不明显。 

（摘自 《老同志之友》2013年7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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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在在家里的时候，有可能因
为自己身体的不舒服，家里的装修不
合适，可突然发生各种意外，像外伤
、跌倒，骨折、脱臼、晕厥、中风、
噎食窒息、呕血、咯血、触电、煤气
中毒、烫伤、化学品损伤、误服药品
、毒品等等。这些是一些意外，还有
的就是老年人患有一些疾病，然后突
然发作，要知道一些急救措施。 

盘点老人的6大危险时刻 
由于老年人神经反射减弱，反应

不灵敏，视力减退，视物不清，记忆
力减退，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差，对家
用电器、煤气灶的性能不了解，特别
易发生外伤、烫伤、触电、煤气中毒
、化学品损伤及误服药品、食品。尤
其是患有老年性痴呆的病人，独自在
家更易发生意外。老年人骨质变脆、
骨质疏松、关节韧带松弛，轻度外伤
即易引起骨折、脱臼。老年人常有心
、脑血管病变，易发生心绞痛、心肌
梗死、心律失常及中风等，甚至可因
而猝死。老年人吞咽反射差，牙齿松
动、脱落，咀嚼能力差，如咀嚼不细
大块食团下吞易发生噎食，阻塞气道

可致窒息。 
老年人在家突然发生意外时，如

果无家属在场，病人神志清醒者应采
取自救，并采取各种措施呼救。如果
有家属在场，家属不要惊慌失措，手
忙脚乱，应根据情况作出判断，进行
必要的抢救，然后再送就近医院。许
多意外的抢救是否成功关键在于第一
步现场急救，所以家属应掌握急救基
本操作知识。对患病的老人，家属应
对常见的可能发生的意外有所了解，
一旦发生时能及早作出正确判断，并
采取相应措施。措施不当可以加重病
情，甚而贻误时机危及生命。 

但是不同的疾病的急救方法是不
一样的，我们要注意一下！ 

哮喘病忌“背”：专家提醒，老
年人发病时，家属应保持镇静，让患
者保持坐位或半卧位，解开领扣，松
开裤带，清除口中分泌物，保持患者
呼吸道通畅;若家中有气管扩张气雾剂
应立即让患者吸入若干次；待病情稳
定后，用担架或靠背椅，保持病人坐
位姿势，将病人安全转送医院;如用自
行车转运也应采取坐位，避免病人胸
腹部受压。 

脑溢血忌“颠”：专家提醒：脑
溢血病人发病后，应立即让病人平卧
，避免震动，尽可能就近治疗，不宜
长途搬运；如果必须搬运，也应尽量
保持平稳，减少颠簸，保持头部的稳
定，减少震动和摇晃；还应将病人的
头歪向一边，便于呕吐物流出，防止
阻塞呼吸道引起窒息；有条件的还应
立即敷上冰块，以减轻脑水肿。 

中风忌“慢”：专家提醒,堵塞的
脑血管如果过了6小时后再去疏通，就
已经太晚了。要提高中风治疗效果，
就要在发病的第一时间，即发病6小时
之内使患者得到治疗，千万不能“坐
”失良机。 

心脏病忌“动”：专家提醒：家
中如有患心脏病的老人，当其心绞痛
发作且伴有大汗、心律不齐、气促时
，晚辈们一要立即呼救120；二要保持
病人安静、平卧休息；三要助其含服
消心痛或硝酸甘油；四要保持患者的
呼吸道通畅。除了病人心脏、呼吸骤
停家人要立即进行复苏抢救以外，其
他症状的心脏病患者，不要轻易搬动
，应在家中等候医生上门急救。 

（摘自寻医问药网） 

家中老人突发意外的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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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到底能不能发现癌症呢？

尤其是难以察觉的消化道肿瘤，如

何做到早期发现呢？北京大学肿瘤

医院副院长沈琳教授为您讲解《发

现肿瘤的蛛丝马迹》。  

沈院长说，我们常做的体检，

主要关注的是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比如大家抽个血、量量血压、量量

身高体重、做个超声、做个胸透等

等，这些检查根本无法发现消化道

肿瘤。有一些特定的高危人群，是

需要有针对性地查查自己的消化道

有没有问题。但是在此之前，我们

必须知道，你有哪些风险？可能会

患上哪种癌症？ 

专家提示，食道癌最常见的症

状就是哽噎感。如果食道有了癌症

，尤其在早期，是不会感到疼痛的

。体检拍胸片能看到肿瘤吗？胸片

能看到有肋骨、心脏，有点透明的

是气管，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到

食管。食管有问题的人，可以先做

钡餐造影，看看食管有没有狭窄。  

下面为食道癌的症状。 

1、吞咽食物哽噎感（51%-

63%） 

2、胸背后不适或闷涨 

3、食管内异物感（20%） 

4、咽喉部干燥及紧缩感，食物

通过缓慢并有滞留感。 

专家提示，胃癌早期一般没有

什么症状，但是还是有一些蛛丝马

迹可以提醒：比如，上腹部的轻度

疼痛或胀满、反酸、食欲下降、打

嗝、呕吐、吞咽困难等等。由于肿

瘤长在胃的不同部位，可能会有不

同的症状。 

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

胰腺癌早期发现很难，往往发现时

候就是晚期，这种癌症治疗效果也

不好，治疗后的生存率也非常低。

但是，早发现早治疗还是能争取更

多的治疗机会的。 

胰腺癌的高危因素主要有三点

，吸烟、饮酒和糖尿病。少数胰腺

癌病人起病的最初表现为糖尿病的

症状，即在胰腺癌的主要症状如腹

痛、黄疸等出现以前，先患糖尿病

，以至伴随的消瘦和体重下降被误

为是糖尿病的表现，而不去考虑胰

腺癌。也可表现为长期患糖尿病的

病人近来病情加重，或原来长期能

控制病情的治疗措施变为无效，说

明有可能在原有糖尿病的基础上又

发生了胰腺癌。所以有血糖异常或

者糖尿病史的人应该定期做胰腺癌

的排查。国际上先进水平早期胰腺

癌外科手术后5年治愈率能到20%以

上。 

所以胰腺癌的治疗关键是早期

发现。最主要的方法就是CT检查。

如果有高危因素的人每年应做一次

到两次的胸腹CT，有利于发现常见

肿瘤。 （摘自《养生堂》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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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应理性购买保健食品 

    保健(功能)食品是食品的一个种类，具

有一般食品的共性，能调节人体的机能，适

用于特定人群食用，但不以治疗疾病为目

的。所以在产品的宣传上，也不能出现有效

率、成功率、等相关的词语。 保健食品的保

健作用在当今的社会中，也正在逐步被广大

群众所接受。 

“脑白金”，“黄金搭档”“百合国际”铺天盖地的广告让你迎接不暇，然后

就是盲目的追求社会潮流，“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太多广告，无

形中诱导着人们。这股保健食品热的兴起，购买和食用保健食品的人越来越多。但

是大多数人对保健食品的认识，选择上都有错误或者不健全的理解。 

一、保健品首先不是药品，能调理生理功能，但是对治疗疾病效果不大。可以

用来进行辅助治疗。国家对保健食品的功能规定有27种，包括：免疫调节、调节血

脂、调节血糖、延缓衰老、改善记忆、改善视力，促进排铅、清咽利喉、调节血

压、改善睡眠，促进泌乳、抗突变，抗疲劳、耐缺氧、抗辐射、减肥、促进生长发

育、改善骨质疏松、改善营养性贫血，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美容，改

善胃肠道功能。同时，在保健食品包装标签上不能含有或暗示具有治疗作用，凡是

超过上述22种保健功能范围的宣传都是违法的。 

二、注意标志和批号。卫生部批准的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容器上(食品标签)应

有卫生部对这一食品的批准文号和卫生部规定的保健食品标志。国产保健食品为：

卫食健字 第号，或者国食健字 第号，进口保健食品：卫进食健字 第号。 

三、保健食品的标签除与普通食品应有生产日期、保质期外，还应注明适宜人

群，食用量及食用方法。 

四、保健品不可以代替药品。一种新药品的面市，必须要有大量的临床试验，

并通过国家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审查批准;保健品没有规定治疗的作用，不需要经

过临床验证，仅仅检验污染物、细菌等卫生指标，合格就可以上市销售。 

五、理性选择保健品。每种保健品都有适宜的人群，选购时应该按照个人的差

异，认真选择，不能按照送礼习俗，胡乱的选择，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摘自 39健康百科网 ） 

西红柿蒂朝下好保管  

西红柿蒂朝下摆放可防止空

气进入西红柿，同时防止其中的

水分从蒂的疤痕处散发掉，保存

时间长。 

 

（摘自晚晴报 2014年 1月 13

日） 

饮料瓶晾晒运动鞋 

在晾晒运动鞋时，可以先用

切开的饮料瓶的颈部，再竖着切

开一半瓶身，然后塞入运动鞋

内，这样能让运动鞋更有型。 

土豆洗裤脚 

    浅色裤子洗过几次，裤脚会

留下淡淡痕迹，很难洗净。可切

一小块土豆，用力擦拭脏印，再

用正常洗涤方法洗净就可以了。 

（摘自 晚晴报 2014年2月17

日） 

  起床后先吃饭还是先刷牙 
 

英国最近一项研究表明，饭
前刷牙比饭后刷牙更有利于保护
牙齿。该研究报告指出，龋齿形
成的主要因素是牙垢与食物中的
糖分发生化学反应，形成酸性物
质腐蚀牙齿。饭后酸性物质已经
形成，且形成速度非常快。只有
在饭前将牙垢去除才能大大减少
酸性物质的形成，并且饭后最好
仔细漱口。早晨起床后更要在饭
前刷牙，可以消灭一整夜口腔内
滋生的细菌，去除口腔异味。  

（摘自《晚晴报》  2014年2月17

日） 

自制虾皮味精 

做法：虾皮用流动水反复冲洗几遍，

然后用水浸泡5分钟，再用流动水冲洗干

净，沥去水分。洗好的虾皮放入锅中，不

要倒油，开小火加热，不断地翻炒，炒至

虾皮彻底干燥。关火后再继续翻炒一会

儿，使热量尽快散去，保持干燥状态。炒

好的虾皮彻底晾凉后，放入料理机的研磨

杯中，打成粉状即可。 

用法：炒菜的时候，捏上一点放进锅

里就可以了，由于虾皮含钠较高，菜中放

了虾皮味精后，盐的用量

要相应减少。 

（摘自 美食杰网站.

菜谱大全.烹饪技巧） 

小苏打可除宠物尿臊味 
如果家里养了宠物，往地毯上撒

些小苏打，可以去除尿臊味。若是水
泥地面，可以撒上小苏打，再加一点
醋，用刷子刷地面，然后用清水冲净
即可。  
（摘自《晚晴报》 2014年2月10日） 

鲜蛋不能与葱姜蒜为邻 

姜、葱、蒜等会释放出强烈的气

味，这气味被鲜蛋蛋壳的小气孔吸进

去，会加速鲜蛋的变质速度，影响蛋

的质量和保质期限。 

（摘自《健康报》2013年12月23日） 

旧丝袜的妙用 

穿坏的丝袜可以二次利用。 
1. 用旧丝袜套在刷子上，蘸鞋油

刷皮鞋，能把皮鞋擦的特别光亮。 
2. 破旧的丝袜弹性好，将其收集

起来捆扎好，再装上木棍，那就是十分
理想的除尘掸。因为丝袜能产生静电，
因此比一般的除尘掸更易将衣橱、餐具
的死角、缝隙清理干净  

3、用旧丝袜擦磁砖，或洗面盆等
陶瓷器皿，能使釉面特别干净光亮。 

用旧丝袜包皮鞋。因为丝袜既有
弹性又能防尘，而且非常透气，所以
用旧丝袜包皮鞋、皮包、毛毯等，效
果非常好，可使收藏物不变形、不霉
变。 （摘自 中国网.生活说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