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喝水多睡觉
采取自然疗法感冒的确可自愈!但仅适用于普通感冒早期!老人小孩则不要冒这个险

应季提醒

入秋后!早午晚温差变大!是感冒的

高发期" 但得了感冒该治!还是扛着直到

自然痊愈# 不少自我感觉体质好的中青

年经常为此争论和纠结" 没错!有些人感

冒不吃药一周也能自然痊愈! 而有些人

却因为感冒引发并发症! 这是因为感冒

有不同类型" 所以如何对付感冒要因人

而异! 早期使用自然疗法会有一定的效

果!而一旦高热不退超过两天!出现心口

痛$呼吸急促等症状并持续加重时!要及

时就诊"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非常容易因

肺炎$ 脑膜炎$ 心肌炎等并发症危及生

命!对感冒更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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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传不少关于碘盐的说法 !

比如甲状腺癌发病率上升是吃加碘盐
造成的" 沿海地区居民常吃富含碘的
海产品!再吃碘盐碘过量会甲亢#

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和医学专家日前
表示!其实吃碘盐和甲状腺癌无关!即使
是沿海一些富碘地区也要吃碘盐! 如果
不吃碘盐!那么碘缺乏的风险仍然很高#

医学专家$

!碘盐致甲状腺癌"无依据
记者在随机采访中发现! 确实有

不少市民对于是否继续食用碘盐有疑
虑! 有的人已经开始在超市自行购买
无碘盐吃了#

医学专家表示!所谓的%甲状腺癌
增多是因为吃碘盐造成的& 说法没有
任何科学依据# 近年来甲状腺癌的发
病确实在上升! 主要原因首先是随着
生活水平提高! 高脂肪高热量饮食等
不健康生活方式增多! 使包括甲状腺
癌在内的多数肿瘤发病率都在上升#

现代医学的进步也在使很多过去
难以发现的甲状腺肿瘤早期被发现!

呈现在发病率统计中是上升的#

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
任郭晓蕙透露!甲状腺癌越来越多是因
为
#

超的分辨率提高了!能发现非常小
的结节!这样诊断的甲状腺癌就多了#

卫生部$

食盐加碘防碘缺乏病很安全
卫生部相关负责人则表示! 通过

食盐加碘来补充人体碘含量在欧洲已
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从未发生过造
成人群碘中毒' 碘过量或是其他损害

健康的一些情况# 我国相关专家也曾
作过研究! 发现碘盐和甲状腺癌发病
率没有关系# 相反采取补碘干预可使
甲状腺癌向低恶性转化的结论! 已被
国际上广泛认同#

卫生部疾控局地方病防控处处长
李珣表示! 食盐加碘防止碘缺乏病是
十分安全的!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结
果可以看出来! 没有证据表明碘盐和
甲状腺癌的发生有关系! 国际控制碘
缺乏病理事会也曾发表过声明! 食盐
加碘和甲状腺癌的发生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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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外环境严重碘缺乏的国家!

!""#

年!卫生部在福建"上海"浙江"辽宁
$

个省份进行的沿海地区居民碘摄入量调

查显示!海带"紫菜"海鱼等富碘食物在沿

海地区居民中的食用频率和食用量都很

低!在不考虑烹调损失的情况下!膳食中

的碘近
%&'

来自碘盐!来自各类食物的碘

仅占
()*(+

# 如果食用不加碘食盐!

#,'

以

上的居民碘摄入量会低于推荐摄入量!

居民碘缺乏的风险很大$

!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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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回应碘盐致癌传言$

碘盐和甲状腺癌发病率无关

#

%感冒后 &为了尽快痊愈 &总

是各种抗生素%中成药一起吃'

解析(错$感冒在没分清是病毒

感染还是细菌感染时就乱用药是不

对的$许多人将抗生素当作万能药!

事实上! 抗生素主要是针对细菌感

染! 而感冒是一种上呼吸道疾病!

#"'

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 抗生

素对病毒无效$ 一般感冒服用了抗

生素!不但起不了治疗的作用!反而

可能增加不良反应和肠道细菌的耐

药情况$专家强调!即使发生细菌感

染! 也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抗生

素!患者不应自行使用$

$

%感冒了不要吃东西&用饥饿

疗法就能治好)

解析(错$ 不吃东西更会导致

血糖低!抵抗力下降$ 感冒时需要

摄入足够的营养才能有利于病情

的好转!但要注意饮食清淡$

%

%水杯装满开水&将鼻孔置于

热水上方&做深呼吸
#&'#(

分钟&吸

入蒸汽&每日
#

次&可治疗感冒)

解析 ( 这种办法有一定的道

理$ 这种方法有利于血液循环!让

鼻子通气$ 在小儿感冒治疗中!有

时医生也会使用蒸汽雾化吸入的

方法帮助小孩子治疗感冒$

)

%两手对搓&掌心热后按摩迎

香穴十余次&按摩鼻沟可以预防感

冒及在感冒后减轻鼻塞症状)

解析(正确$按摩鼻沟可以改善

鼻窦%上颌窦"额窦"下颌窦的血液

循环!减轻感冒症状$按摩迎香穴对

鼻塞!甚至便秘都有一定的效果$

(

%用电吹风对准两侧太阳穴&交

替吹
%'(

分钟&每日
%

次&可迅速缓解

流鼻涕%鼻塞%打喷嚏%头痛等症状)

解析 (有一定道理 !对于风寒

感冒可尝试用这个办法!可以使血

管扩张!让鼻子通气 !不过要注意

防止局部烫伤$

*

%用铜钱%硬币等光滑硬物蘸

白酒&轻刮前后胸 %曲池及下肢曲

窝处&然后喝一碗热姜糖水)

解析(有一定道理!酒可散热"

活血化瘀!姜糖水可驱寒 !对风寒

感冒的治疗有一定的效果$

+

%每日早晚%餐后用淡盐水漱

口&以清除口腔病菌) 在流感流行

时更应注意盐水漱口&仰头含漱使

盐水充分冲洗咽部效果更佳)

解析(正确$ 用盐水漱口可以

清除口腔内细菌 !预防感冒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盐水不要太咸!一

般一百毫升的水
-.,

克的盐就足够

了!漱口后要记得将水吐掉$

,

%大青叶
%&

克&水煎代茶饮)

解析(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大青叶就是我们常常喝的板蓝根

的叶子!对感冒的预防和治疗也有

一定的效果$ *曾文琼+

普通感冒症状会持续一周
现在很多中青年人在感冒后都

很少吃药!因为担心药物副作用!多
喝水'勤睡觉!认为不用吃药!一周
左右也会自然痊愈# %这是有一定道
理的# 因为普通感冒不论服药与否!

症状会持续一星期# &南方医科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谭杜勋主
任医师认为一些抵抗力比较强的年
轻人!在普通感冒早期!的确可以选
用自然疗法# %这里强调的是普通感
冒早期!不是流感!千万不要等到症
状加重再用自然疗法! 否则效果大
打折扣# 主要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多
吃维生素

$

'多喝水等# 睡眠和维生
素
$

可以有效增强抵抗力!而多喝水

可以让尿液把病毒排出体外# &其实
这些方法在用药治疗时也同样提
倡! 因为增强抵抗力是对付感冒病
毒的最好方法#

许多土法子可以在自然疗法中
使用!熏醋就是一个很好的法子# 谭
杜勋说!%找来一块红砖! 洗干净后
用炉子把砖烧红!将砖放在脸盆里!

关上门窗! 将三两左右的陈醋或醋
精浇到砖上面去! 在每个房间熏蒸
三分钟左右! 醋蒸气可以杀死细菌
与病毒!避免感冒传染# &此外!风寒
感冒可喝生姜葱白水驱寒! 风热感
冒可喝红萝卜马蹄汤! 咽喉痛可用
盐水含漱的方法缓解#

流行感冒绝对不适用自然疗法
%如果感冒伴随发烧达

%

天以上
无法退烧!并且使用各种自然疗法都
没有任何好转时! 或者出现咳嗽'心
口痛'呼吸急促等症状时!最好及时
到医院进行治疗# &谭杜勋指出!小孩
和老人抵抗力较差!且孩子之间关系
亲密!病毒传播几率大!老人则有各
种各样的基础病!易出现并发症#

许多人感冒后吃了不少药!症状
仍没有减轻# 这是由于没有分清是哪
种类型的感冒#不同的感冒!治疗方法
不同!需要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普通感冒一般一周左右即可痊
愈!流行感冒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需要半个月左右才
好转!绝对不适用自然疗法# &据谭杜
勋介绍!流行感冒的全身性症状比较
重!例如高烧不退'四肢乏力'全身肌
肉酸痛等!而鼻塞'流涕和喷嚏等症
状相对较轻#风热感冒与风寒感冒在
症状与治疗上有所不同!%风热感冒
的病人常嘴角起泡!有口臭!多半有
黄涕!或黄色粘痰# 而风寒感冒的病
人多有清涕' 畏寒' 头重脚轻等症
状# &谭杜勋认为治疗风热感冒多以
辛凉解表为主!可以吃一些清热的食
物! 而风寒感冒常常是表里寒湿!可
以用生姜泡茶驱寒#

小贴士

'个感冒问题 专家教你辨真假

!"#$%&'

研究人员对吸烟者进行试验 !

让他们在四天内连续吃
&'(

克梨子!

然后测定吃梨前后尿液中多环芳香
烃的代谢产物

!)

烃基芘含量# 结果
发现!吸烟

*

小时后吃梨!人体血液
内

!)

烃基芘毒素会经尿液大量排
出"如果不吃梨!

!)

烃基芘毒素排出
量很少# 而且加热后的梨汁含有大
量的抗癌物质多酚!可以预防癌症#

因此!专家建议吸烟者'喜爱吃烟熏
食品或烤制食品的人! 不妨多喝些
加热的梨汁# *王永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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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的营养非常丰富! 有说法
称秋冬吃白菜不仅能润肠通便 '抗
癌养颜!还能治肺热咳嗽等# 不过!

有营养师提醒!大白菜爱招虫!一定
要记得多洗洗多泡泡#

白菜味甘性凉!既能清热生津!

又能解毒消肿! 特别是秋冬季节更
是常用# 有句古话说$%鸡生火!肉生
痰!白菜豆腐保平安# &由此看来常
吃大白菜有很好的保健养生作用 #

但脾胃虚寒的人不适宜大量食用大
白菜! 特别是盐渍或泡制时间短的
大白菜!少食为宜# 在吃之前!除了
日常的清洗! 最好再用食盐或面粉
泡泡! 把残留在蔬菜上的虫卵和农
药洗掉# *符芳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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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 正是柚子上市的时
候# 柚子除含有维生素

$

'钙'蛋白
质'矿物质'酵素'柠檬酸等营养素
外!它含糖量也比其他水果低!热量
也不高# 另外!柚子中因含有类胰岛
素等成分!有一定降糖作用# 不过!

柚子毕竟含有果糖!一时过量食用!

同样会引起血糖升高# 糖尿病患者
每天吃柚子应限于半个 &中等大

小'!摄入重量不要超过
%((

克!超过
这个份量!摄取的糖分就过多了#

糖尿病患者同时服用他汀类降
脂药时!应当慎食柚子# 因为柚子中
的活性成分能够大大提高降脂类药
物在血液中的浓度! 血药浓度太高
会使患者更容易受到药物毒副作用
的威胁# 也就是说!即使按正常剂量
服药!同时又吃了柚子!结果也等于
过量服药!有可能引起中毒# 所以!

为安全起见!服降脂药前
+

天和服药
后
*

小时最好避免吃柚子# *蒲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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