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腺疾病通过按摩能治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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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脂肪多分解
吃高蛋白食物别喝糖饮

蚊子不能传播乙型肝炎
天气热了，蚊子增多，一些人又

开始担心蚊子传播乙型肝炎的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动物实验

和流行病学研究证明，乙型肝炎不

会通过蚊子叮咬传播。有科学家用

吸了HBsAg阳性患者血液的蚊子，

去叮咬猴子和黑猩猩，但得到的结

果是试验动物没有被乙型肝炎病毒

感染。

乙型肝炎病毒在蚊子体内不能

生存，经过蚊子的消化会很快死亡。

所以，据目前研究所知，蚊子不能传

播乙型肝炎。 广州日报

防治非病毒性肝病
还须“管住嘴、睡好觉”

保护肝脏，利用疫苗防御肝炎

病毒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非病毒

性肝病的危害却尚未引起足够重

视。“现在发病率最高的肝病实际

上是脂肪肝，远远超过病毒性肝

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

院主任医师杨华升说，理想的减重方

式就是均衡饮食加上规律运动。但必

须注意的是，为求速效减肥，三餐只

吃水果，而不吃其他食物，或是高蛋

白、低碳水化合物的“低糖”饮食组

合，反而会加重肝脏负担。

此外，保持规律的作息有利于

保护肝脏。临床发现，睡眠不足、经

常熬夜的人群更易发生肝病。新华

宝宝消瘦腹“鼓包”
警惕肾母细胞瘤

两岁的广东男婴小良(化名)活
泼好动，最近他却变得“文静”了，胃

口不好，渐渐消瘦。妈妈起初以为是

受最近闷热多雨的天气影响，直到

一天晚上，在给他洗澡时，妈妈突然

在他的肚子上摸到了一个“鼓包”。

检查结果令全家人悲痛欲绝：小良

被诊断为肾母细胞瘤。

专家提醒家长，洗澡时如果发

现孩子的腹部出现肿块，甚至出现

了小便带血、发热、消瘦、腹痛等症

状时，要高度警惕。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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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刘婷在一次

外出归来后出现心慌不已、

全身乏力、大汗淋漓等症状。

她觉得自己中暑了，吃过药

却毫不管用，到医院检查才

被告知是甲亢。山东省千佛

山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王

彩玲表示，甲亢的发病原本

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但甲亢

患者的代谢率高，以致产热

过多，出现“怕热不怕冷”的

症状。在炎热的天气里，体内

的水分和营养更易流失，再

加上酷热难眠，情绪不稳，很

容易加重甲亢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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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项新研究发现，吃高蛋

白食物时饮用含糖饮料会减少脂肪

分解，导致身体储存更多脂肪。

研究人员通过实验发现，吃一顿

含15%蛋白质的饭时喝含糖饮料，被

分解的脂肪平均减少7 . 2克，吃一顿

含30%蛋白质的饭时喝含糖饮料，被

分解的脂肪平均减少12.6克。

美国农业部营养专家沙农·卡

斯佩尔松说：“含糖饮料与高蛋白餐

结合对新陈代谢的影响令我们吃

惊。这种结合还会使人在吃饭4小时

后还想吃味道重、偏咸的食物。”

都市快报

做读者需要的健康服务

高温天眼睛也怕“晒”

欢迎扫码加入大医生微信

群，您的健康问题可以通过微

信群告诉我们，我们为您找专

家解答。

专家问答

教你简单判断
甲亢甲减

□记者 董昊骞

甲状腺疾病有“重女轻男”的

倾向，每6个女性中就有一个可能

患有此病。尽管甲亢、甲减不会直

接威胁到生命，但会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不过，患

者也没必要过分紧张，如果早期发

现甲状腺性疾病，及早治疗，其实

并不可怕。但是，怎样才能尽早发

现甲状腺功能性疾病呢？可以先自

己对照以下几项简单判断。

甲亢

1 .心律失常甚至心脏增大、

心力衰竭等，多见于40岁以上的

女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猝死；

2 .肌肉无力，最开始会出现

在眼肌，眼睑下垂，眼皮如打瞌睡

样睁不开，以后逐渐引起吞咽困

难、进食时呛咳、说话不清且带鼻

音、咀嚼无力等；

3 .原因不明的食欲下降、恶

心、呕吐以及腹泻；

4 .神经过敏、注意力不集中、

性情急躁易怒、坐立不安、失眠，甚

至出现狂躁、幻觉等精神症状。

甲减

1 .胸闷、心悸、气短；

2 .突然变胖，尤其是四五十

岁以上的女性，如果食量未见增

长，体重却增加不少，不要轻易认

为是女性“中年发福”；

3 .记忆力减退，大脑思维迟

钝，不爱说话；

4 .老态龙钟，比实际年龄看

起来要老十几岁甚至是几十岁。

“感冒”久治不愈 建议查下甲状腺
夏天情绪不稳，喝水不及时，很容易加重甲亢病情

以为中了暑检查发现是甲亢

刘婷今年26岁，平时在一

家培训机构工作，和别人比起

来，她明显怕热，进入三伏天

更是热得连门都不想出。就在

前 几 天 ，刘 婷 需 要 在 中 午 外

出，等办完事情回单位后，她

发觉自己大汗淋漓还心慌无

力。“我以为是中暑了，就让同

事帮我买了盒藿香正气液。”

喝完之后，她的症状却没有减

轻，“正好那两天看新闻在报

道高温天当心热射病，说有人

因为中暑送到医院抢救。”于

是，刘婷就前往山东省千佛山

医院就诊。

“当医生告诉我说是甲状

腺疾病时，我一开始都没反应

过来。”她说，自己明明是中暑

的症状，怎么会和甲状腺有关？

“难道热天气还能加重甲状腺

的病情？”刘婷颇为不解。

怕热不怕冷，甲亢患者极易出汗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内分泌

科主任医师王彩玲说，甲状腺

这个器官的功能很多，包括对

内体的基础代谢、神经、皮肤毛

发、骨骼和肌肉都有影响。刘婷

的问题是甲状腺亢进，也就是

我们俗称的“甲亢”。“甲亢的发

病原本没有明显的季节性，起

病与家族史、免疫因素、劳累和

短期内大量摄入含碘食物及药

品有关。”但因为甲亢患者的代

谢率升高，免疫调节异常，甲状

腺素分泌过多，以至于产热过

多，消耗增加，出现“怕热不怕

冷”的典型症状，身体极易出

汗。

她介绍说，和正常人相比，

甲亢患者心脏跳动和胃肠蠕动

以及身体肌肉都处于一个增强

状态，尤其是心脏，如果时间长

了不治疗，很有可能出现“甲亢

性心脏病”。而胃肠蠕动快，就

会造成排泄次数增多，食物还

没吸收就被排泄出去，所以特

别容易产生饥饿感。然而，无论

吃再多也不会吸收。精神状态

方面也容易出现失眠、多梦、注

意力不集中等问题，且极易焦

虑。“甲减的症状则与甲亢完全

相反。”

对孕妇来说，甲减比甲亢更可怕

其实，甲亢和甲减也不只

这几种变化。“前段时间有名患

者，她喉咙和脖子痛，以为是感

冒低烧，其实她是甲亢的一种，

叫做亚急性甲状腺炎。”王彩玲

说，导致甲亢或甲减的疾病种

类很多，如亚急性甲状腺炎、桥

本性甲状腺炎、甲状腺肿瘤、甲

状腺腺瘤等。

亚急性甲状腺炎就是一种

与病毒感染有关的甲状腺疾

病，包括流感病毒、腮腺炎病

毒等，简称亚甲炎。该病发病

比较急，患者常有发热、怕冷、

疲乏无力和食欲不振的症状，

且伴有咽部疼痛，这与感冒、咽

炎的发病相似，因而很容易被

误诊。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什

么种类的甲状腺疾病导致的

甲 亢 或 甲 减 ，都 有 共 性 的 特

征，会影响人体的心脏、神经、

骨骼、皮肤毛发、身体代谢等。

尤其是孕产妇，如果甲状腺功

能不正常，对胎儿影响很大。

“甲亢很容易产生早产、流产，

即便生下来也容易是死胎。甲

减的孕妇危害还要更大一些，”

她说，因为胎儿前三个月甲状

腺功能没有发育好，依靠母亲

的甲状腺功能生长发育。如果

此时母亲患甲减，很可能导致

胎儿发育迟缓、神经发育出问

题。也就是说，对于孕妇来说，

甲减比甲亢更可怕。因而在生

育前一定要把甲状腺状态调

整到比较理想的状态，在备孕

前也一定要进行甲状腺功能

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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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李女士

咨询:女性乳腺结

节，不吃药，按摩

按摩就能好吗？

济南市民族

医院中医科专家路亮解答 :女
性乳腺结节是一个常见病症，

一般认为是乳腺上皮和纤维

组织增生，乳腺组织导管和乳

小叶在结构上的退行性病变

及进行性结缔组织的生长，与

内分泌激素失调等因素密切

相关。

乳腺疾病表现也有很多

种，不同病症的治疗手段也很

多。归根结底，还是乳腺及周围

组织循环能力差，推拿按摩可

以治疗，但应当面诊验，确定什

么手法、什么位置，最终会有什

么效果。应在准确判断病情的

基础上选择方法，不可盲目扩

大一种治疗手段的疗效。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张

鹏 整理

眼科医生提醒，高温天阳光中

的紫外线非常强烈，易对眼睛造成

多种损伤，应做好眼部“防晒”。

内蒙古朝聚眼科医院屈光眼肌

科主任张雪燕说：“现在很多人眼部患

有翼状胬肉，就是结膜异常增生，最终

长到了黑眼球上，进而影响视力甚至

致盲。这也与眼睛未做有效防护长期

受紫外线刺激有较大关系。” 新华


	S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