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2015 . 6 . 18 星期四 编辑/王冲 见习美编/朱艺君 组版/侯波

突然剧烈头痛 原来是脑内出血
小心！头痛可能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大医生

四种食物致癌性堪比香烟

即使是现在，癌症也是日本人
死亡的最大诱因。据日本厚生劳动
省201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年有
360100人因癌症死亡。为了预防癌
症，戒烟并改善饮食的人应该为数
不少，然而，实际上在我们身边的很
多食品中就含有致癌物质。那么到
底都是些什么物质，在什么样的食
品中存在呢？

1、薯片因可能致癌而值得我们
注意的物质是“丙烯酰胺”。2、炸薯
条也是富含丙烯酰胺的食品。3、在
使用小麦为原料高温环境下制作的
蛋糕、派类食品中检测出了与薯片
相同浓度的丙烯酰胺。4、速溶咖啡。

综合

常喝菊花茶伤身体

世卫组织在2008年年底发布的
“食物微量脂肪排行榜”中，茶类脂
肪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微量脂肪，
绿茶、红茶、乌龙茶尽被归入其中，
但缺少菊花茶。

研究显示，菊花茶中的微量脂
肪有可能让人体发寒，使免疫力下
降。中医就强调，有些茶饮属清热解
毒的药性，应该是在感冒或是感染
期中饮用，如平时喝太多，会让体质
越来越虚寒。菊花茶即属寒性，对中
医所指的“阳虚体质”就不太合适，
不能长期大量饮用。据《新华日报》

喝这种水易得脂肪肝

美国农业部吉恩梅尔人类老龄
化营养研究中心和塔夫茨大学的研
究者发现：每天饮用含糖饮料的坏
习惯会增加人们患上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的风险。

研究者选取了2634名参与者，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中年白人，
且都参加了美国国家心脏、肺和血
液研究所组织的心脏健康对后代和
第三代群组影响研究。

发表在《肝脏病杂志》上的这项
研究成果表明：含糖饮料与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病和其他一些慢性疾病
(包括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间存在
着关联。含糖饮料是“空热量”(含有
高热量，却少量或缺乏基本维生素、
矿物质和蛋白质)的来源，人们需要
控制其饮用量。 据《生命时报》

防晒霜作用只有两小时

如果夏天不防晒，其后果可不
单单是晒黑那么简单。紫外线会加
重一些本身就存在的皮肤病，甚至
会导致皮肤癌。近日，美国《赫芬顿
邮报》刊文，指出涂一次防晒霜不能
持续防晒一整天。一般防晒霜只能
保护你免受紫外线伤害大约两小
时，过后就没有多少防晒效果了。所
以，为了防止晒伤、皮肤老化甚至癌
变，需每隔两小时涂一遍防晒霜。即
使不暴晒，也要涂防晒霜。即使其他
化妆品有防晒功效，也需要涂防晒
霜。有人觉得乳液、粉底等其他化妆
品上也标有防晒指数，所以就不需
要涂防晒霜了。其实不然，涂抹化妆
品时往往是很不均匀的，这就会导
致防晒效果不均匀，所以还是需要
在涂其他化妆品前先均匀地涂一层
防晒霜。 综合

忽视这些小症状或有生命危险
三位来自美国佐治亚州的医学

博士最近出版了《你身体的红灯发出
警报》的修订本，介绍身体生病之前
会出现哪些前兆。其中六种转瞬即逝
的症状，需要格外注意，否则会有生
命危险。

第一，胳膊、腿麻木、刺痛，精神
紊乱、晕眩，说话打颤、语无伦次

尤其是面部或者身体一侧出现
上述情况，就可能是中风，也就是脑
卒中的前兆，预示向大脑供氧的动脉
堵塞或者破裂。如果是大动脉出问
题，大脑中很大一部分就会受到影
响，进而导致半身麻痹，同时失去讲
话等功能。如果是小血管出问题，胳
膊或腿会麻木。出现上述症状应立刻
就医。一般说来，血栓发生三小时内
是治疗的最佳时机。

第二，胸部疼痛或不适，胳膊、两
颚、颈部疼痛，突发冷汗、极度虚弱、
恶心、呕吐、晕眩或者气短

这是心脏病发作的前兆。另外，
有些病人会出现“无痛”心脏病，其最
关键的前兆是：突发晕眩、心跳加剧、
气短、恶心、呕吐、冒冷汗。如果身体
出现上述某些症状，要第一时间打
120急救。病人口中可含一片阿司匹
林或硝酸甘油，以防心脏病发作时心
肌受到损伤。

第三，腿肚子酸痛、胸痛、气短、
咳血

这些是危险的腿部血栓形成前
兆。久坐之后最易发生，手术之后长
时间卧床，也会出现这种症状。人人
都可能得这种病，坐卧时间久了，血
液淤积在腿部，腿部出现血栓，小腿
肚子肿疼，此时如果突然出现胸痛或
者气短，说明血栓可能已经脱落并通
过血液进入肺部。那可是万分危险，
要立刻去医院。

第四，尿血但无痛感
如果发现尿中有血，即便没有痛

感也要去医院。尿血的常见原因有肾
结石、膀胱或者前列腺感染。严重的
可能是肾脏、输尿管、膀胱、前列腺等
部位发生癌变，当病灶很小，也就是
能治的时候，病人通常是没有痛感
的。因此，发现尿血就要尽早就医。

第五，哮喘不好也不坏
哮喘发作时往往伴随喘息或者

呼吸困难。如果症状不消退，也不恶
化，就应该去看急诊。如果哮喘发作
不治疗，有可能出现严重的胸肌疲
劳，甚至导致死亡。

第六，抑郁和自杀念头
有些人抑郁的时候不寻求帮助，因

为他们怕别人认为他们神经不正常。实
际上，他们大脑中的化学物质已经失去
平衡。这也是一种疾病。抑郁症包括悲
伤、疲劳、冷漠、焦虑、睡眠习惯改变、没
有食欲。出现这些症状，需要尽早重视
并进行相应治疗。 据《生命时报》

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郭守刚为患者检查病情。 记者 王鑫 摄

◎健康前沿□记者 秦聪聪

作为一种常见症状，说自己“头
痛”的患者甚至能占到神经内科门
诊的五成左右。虽然头痛会给人们
的生活、工作带来一定影响，但因为
太过常见，很多人并不把它当回事。
殊不知，头痛分很多种类，一些人的
头痛背后可能暗示存在严重的疾
病，盲目服用止痛药会错失这条身
体发出的信号。

神经内科半数患者头痛

“到门诊的病人，大概有一半会
说自己头痛。”山东省立医院神经内
科副主任医师郭守刚告诉记者，头痛
是件很常见的事情，可能每个人或多
或少都经历过。有一份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表明，抛开感冒、饮酒等原因引
起的头痛，我国头痛的总患病达到
28 .5%；任何一天里，经历过头痛的人
有4 .8%；每时每刻，100个人中就有一
人正在遭受头痛的折磨。

不过，引起头痛的原因和种类
很多，只要对头痛的结构产生了刺
激，那么都可以产生头痛。看似一样
的症状，其表现形式、疼痛部位、伴
发症状、发作频率、持续时间、疼痛
程度、缓解方式都有差异，不同表现
形式的头痛和伴随症状能帮助医生
来区分头痛的性质。

据介绍，头痛分为原发性和继
发性两类。原发性是指不能归因于
某一确切病因，不是由器质性病变
引起的，也可称为功能性头痛，常见
的如偏头痛、紧张性头痛等，具体表
现不同，但一般没有严重的问题；而
继发性头痛往往是某种疾病引起的
头痛，比如颅内肿瘤、脑膜炎、血管
病、出血等。

偏头痛脑梗几率大

郭守刚告诉记者，在众多头痛
患者中，约40%-50%是功能性头痛。

“很多患者的头痛和压力有
关。”郭守刚说，生活、工作压力过大
会造成神经紧张，诱发头痛，长期处
在高压环境下的职场白领、教师都
是紧张性头痛的高发人群。对于长
时间盯电脑、伏案工作或开车的人
来说，颅内、颈外附近的一些肌肉紧
张，另一部分肌肉老处于放松状态，
收缩肌肉就会产生一些乳酸，产生
一些递质的改变，这些物质堆积之
后会刺激周围疼痛敏感结构，造成
局部的疼痛。紧张性头痛的疼痛位
置大多在后枕部和颈部，有时是额
头疼。其疼痛的特点是：双侧，非搏
动性，活动后不加重，程度一般为
轻、中度，病人往往有箍帽子般的胀
痛，伴有头部肌肉痉挛，不伴有恶心
呕吐。

“偏头痛”有严格的诊断标准，
并不是一边头痛就叫“偏头痛”。头
痛时先从一侧眼眶后部、太阳穴双
侧开始，疼痛逐渐加剧并扩展到半
侧甚至整个头部，伴有恶心、呕吐、
畏光、畏声等。

郭守刚告诉记者，虽然原发性
头痛一般没什么危险，但如果头痛
发病次数多，可能转化为持续状态，
容易造成脑白质损伤，认知功能下
降，或者诱发癫痫。一般来说，偏头
痛的人出现脑梗的几率要比常人大
一些。因此，出现偏头痛，一定要注
意检查脑血管和脑血流的状态，还
有一些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突发剧烈头痛很危险

几天前，56岁的市民张女士突
然感觉双太阳穴剧烈疼痛，强烈难
忍，同时伴有喷射状呕吐。家人把她
送医院检查发现，蛛网膜下腔出血。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情况，它是
由于脑内某处血管的薄弱导致破
裂，血液流入颅内一个名叫蛛网膜
下腔的地方，由于头骨的包裹，头的
体积是一定的，流出的血占据的多
余体积会挤占大脑所在的空间。严
重者会引起生命中枢受压，在短时
间内可造成生命威胁。”郭守刚告诉
记者，头痛，有时可能是身体发出的
预警信号，如果头痛在数秒或数分

钟内发生，而且是极其剧烈的胀痛
或类似爆裂的疼痛，可能是脑内出
血。

“如果有原发病，治愈了原发
病，头痛自然也就好了。”郭守刚说，
只有从源头治疗，才能有的放矢，一
般患者将头痛作为主诉症状时，医
生会首先排除器质性病变。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最危险的一
种状况，颅内肿瘤也可能引起头痛。
这时的头痛可能表现为弥漫性而非
搏动性，突然发作，并伴有恶心或呕
吐，因身体活动或一些会导致颅内
压升高的身体动作而加剧。

“还有一些人，总是感觉自己不
舒服，硬说自己头疼，检查发现没有
问题，可能是精神疾病在作怪。”郭
守刚说，他与一名诉说自己头痛十
几年的患者交流后发现，对方存在
明显焦虑情绪，经过抗焦虑治疗后，
对方的“头痛”症状很快消失了。

郭守刚提醒，如果一周内头痛
超过2次，就必须去正规医院找专科
医生，查明病因，对症下药，既有利
于控制头痛症状，又能减少药物过
度应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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