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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刺扎伤手莫大意

过年放鞭炮被炸伤怎样急救过年放鞭炮被炸伤怎样急救

教您一招

春运期间，不管是回家团聚
还是踏上旅途，想想都让人开心
不已。然而，对于部分人来说，
有一种体验却并不那么美好，那
就是晕车。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耳鼻喉科主任邹宇主任医师指
出，一般来说，轻中度晕车不需
做特殊处理，通过身体锻炼及坐
车时的适当调整即可应对，但如
果出现重度晕车，建议及时到医
院做专科检查。

1.心态放轻松 有些人还没开
始坐车就好像开始晕车了，有些
甚至闻到汽油味儿或者看到车就
犯晕。

2.头晚休息好 一想到即将踏
上旅途，不少人兴奋得久久难以
入眠。

邹宇强调，晕车人士坐车之
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以防

加重晕车症状。
3.饭吃七分饱 晕车的人乘车

前究竟吃饭晕车厉害还是不吃饭
晕车更厉害？

邹宇表示，不能不吃，也不能
吃太饱，恰当的做法是吃七八分
饱刚刚好。

4.口含生姜 生姜性温，可将
生姜切成小片，乘车前含上一片
或贴在肚脐处，可有效缓解头痛、
呕吐等晕车症状。制成的生姜
片、姜片糖也是不错的选择。

5.温水加醋 如果受不了生姜
的刺激味道，不妨坐车前喝一杯
加醋温水。

6.合理选择晕车药 容易晕车
的朋友还可以根据旅途长短和时
间选择合适的晕车药，按照药物
的用法、用量提前服用。一般情
况下，晕车药需在乘车前半小时

至一小时服用。
7.坐车姿势有

讲究 坐车时尽可
能坐在前排，选择
与车前进方向一致
的座位，入座后将
头 部 紧 靠 椅 背 固
定，尽量避免头部
大幅度晃动，尽可能眼望远处，营
造良好的坐车环境。当然，有条
件躺下时，平躺最佳。

8.分散注意力 尽量不要低头
玩手机，可通过听歌、与周围人聊
天等方式转移注意力。

9.涂风油精、闻橘子皮 尽可
能开窗保持车内通风环境。

乘车前或旅途中，可以取适
量风油精涂于太阳穴处。风油精
有提神醒脑的作用，外用可以有
效缓解恶心、头晕、呕吐等晕车症

状。
乘车途中还可将橘子皮对准

鼻孔挤压，橘皮香味有助缓解晕
车症状。此法可多次使用。

10.按压内关穴 内关穴位于
前臂掌侧、离腕横纹三指的地方。

可用另一只手的拇指指尖或
者指腹来点按刺激内关穴，一般
有酸胀感即可。

邹宇介绍，市面上也有内关
穴按压腕带，像手表那样戴上即
可。

据《广州日报》

医生提醒

健康指南

谨防三大“春节病”
春节病1：消化系统疾病
预防消化系统疾病的建议
为保护春节期间肠胃健

康，建议饮食、饮酒不要过量，
不要超过肌体的承受范围。同
时，少吃油腻、生冷的食物，避
免对肠胃造成刺激；另外，保持
适当运动，以促进消化，保持肠
胃健康

春节病2：心血管疾病
由于冬季天气寒冷，血管

容易收缩引起升高，甚至冠状
动脉痉挛，进而影响心脏供血，
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从就诊
情况来看，入冬以后，心血管疾
病发病率整体呈升高趋势。而
春节期间持续存在的寒冷、进
食油腻、饮酒过量、情绪激动等
因素都是心血管疾病的诱发因
素，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春节期
间，心血管疾病患者要么不来
医院，一来就是重病。因此，做
好春节期间心血管健康的防护
十分重要。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建议

第一，要适度饮食，少吃辛
辣刺激性食物，避免食物过于
油腻。同时饮食、饮酒要适量，
避免暴饮暴食，以免加重心脏
负担。

第二，要规律作息，春节期
间尽量保持正常的生活规律，
避免节日期间因过度劳累而导
致心脏问题。

第三，要保持心态平和，避
免大喜大悲，保持良好稳定的
心情。

第四，外出时要注意保暖。
第五，一定要规律服药，春

节期间人们的生活规律时常被
打破，对于有过心血管病史的
患者，一定不能忘记按时服药。

第六，及时发现身体信号，
心脏不适时不要忍。对于一些
有过心梗病史，或高血压、高血
脂的患者，一定要警惕身体给
予的信号，如果出现胸部疼痛、
憋气、一天中频繁发作一定要
引起重视，及时就医。

春节病3：腰椎等关节病

春节期间一
些人不可避免地
会参与到打麻将
等久坐的活动中
去，腰背长时间
处于坐姿，如果
坐姿不良，腰背
肌容易劳损甚至
关节突关节炎。
同时，久坐麻将
桌，也容易加重
椎间盘负荷，容
易出现椎间盘突出导致腰椎间
盘突出伴神经根炎。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出现腰痛伴臀部及下
肢放射性疼痛。另外久坐不仅
对腰部不好，还会使骨盆和骶
骨关节长时间负重，影响下肢
血液循环，出现骶髂关节炎及
下肢水肿等问题。

预防腰椎等关节病的建议
第一，尽量避免久坐，时间

根据每人情况定。如果感觉腰
酸，需要及时休息，或者做些伸
展运动。

第二，打麻将等活动中尽
量保持坐姿正确，一定要坐直，
尽量保持腰部后伸，避免前
弯。因为前弯会增加腰椎间盘
负荷，增加椎间盘退变及突出
的概率。

第三，过年也得保持每天
锻炼的习惯，散步、游泳，及相
应的腰背肌锻炼是保持骨骼健
康的有效途径。

第四，如果本身有腰椎疾
病的，打麻将时记得带腰托保
护。 据《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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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1：少荤多素 春节
膳食要少吃荤菜，多吃豆制
品、蔬菜等素菜。吃进含蛋白
质量较高的荤菜，往往会引起
上火、便秘，感觉疲劳倦怠、胃
肠胀气，引发高血脂、冠心病、
脑血栓等疾病。

绿叶蔬菜的抗氧化剂和
维生素可保护肝脏；多吃豆制
品其中的卵磷脂有保护肝脏
的作用。

提醒 2：少油多清 春节
要少吃油脂多吃清爽的食品，
不引人注意的是核桃、杏仁、
开心果、腰果、花生、芝麻、葵
花籽、多种瓜子等干果，是含
油脂很高的食品。

油脂过高，会形成代谢紊
乱，消化道及呼吸系统等疾
病。建议可选择一些用蒸、
煮、炖等方法烹调的菜肴，避
免煎炸食品。

提醒 3：少盐多淡 春节
期间人的食物摄入总量增加，
有的人喜欢盐水鸭、盐水鹅、
咸鸡、火腿、咸肉、咸蟹、咸笋
等，双重导致人体中盐量增加。

钠含量高的食品吃得过多，会增加
心脏负担，使血压升高，引发心血管疾
病。

提醒4：少冷多热 春节期间天气仍
然寒冷，有人喜欢凉菜、冷盘等。冷食伤
脾胃，饮料又是冷的，会使体内部分系统
出现挛缩、血流不顺等。

提醒5：少酒多茶 酒精会对胃壁形
成刺激，使胃黏膜充血、糜烂、溃疡、损害
肝脏、大脑等器官。饮酒产生饱胀感不
想再吃饭，如一定要喝酒先吃点点心、饭
菜等。建议多喝白开水、茶，以茶代酒。

据《生命时报》

“要过年了，请各位亲朋好友注意
防范鱼刺扎手。出现发高烧、伤口肿痛
厉害等症状时，请火速到医院治疗。”因
被鱼刺扎伤导致严重感染的许女士，日
前在医院病床上发出这条朋友圈。

今年 61 岁的许女士，前几天在清洗
鳝鱼时右手拇指被扎了一下，见伤口很
小她根本没放在心上，不料次日晚 11 点
多，她在睡梦中突发高烧，感觉全身无
力，再看被扎的右手拇指已变得又红又
肿。后来许女士被收入当地一家医院
的骨科病房住院治疗。主治医生杨林
根据症状诊断她得了类丹毒，一种严重
的细菌感染，是被带菌的鱼刺扎伤所
致。

杨林介绍，类丹毒是由类丹毒杆菌
引起的急性皮肤炎症，不及时就医可能
全身感染，少数人可能会有发热、关节
痛、多器官损害等全身症状，甚至危及
生命。

专家提醒，年关将至，好多人开始准
备年货，如不小心被鸡、鱼、虾、蟹扎到并

出现红肿热痛
等症状，应第
一时间到医院
明确诊断，尽
早进行治疗。

据《健康报》

健康提示

春 节 为 了 图 个 喜 庆 气
氛，每家每户都会放鞭炮。虽
然之前也报道过春节放鞭炮
引发的事故，但每年还是会发
生放鞭炮被炸伤的事例。那
么过年放鞭炮被炸伤时怎么
急救呢。

面部污物要小心清除
鞭炮炸伤后，伤者

面部的污物及沙石颗粒

等最好用清水小心清除，清水
不仅能清除尘土等细小异物
和血迹，还有助于使被灼伤的
局部组织降温，并清除创面残
留的化学物质，进一步把损害
降低。如果皮肤表面形成水
疱，不要将其碰破，更不要挑
破。另外，水疱上不要涂龙胆
紫等有颜色的药水、药膏，以
免增加感染的潜在危险。

炸伤眼睛不能水冲手揉
眼睛被炸伤，千万不能用

水冲，避免水与鞭炮中的化学
物质产生反应，造成眼睛烧
伤。若伤情较重，如眼球破裂
伤、眼内容物脱出等，应以清
洁纱布或毛巾覆盖后立即送
医院。此外，不要看到眼部有
血流出就用力按压受伤的眼
睛，防止眼内组织的进一步脱
出。

手部炸伤先止血
如遇炸伤手部且有出血

部位，应以压迫止血为主，如
用止血带，最好时间不要过
长，每 15分钟要松解一次，以
免引起肢体坏死。对于已经
掉下来的组织可以用干净的
布包起来，外面套塑料带、橡
胶手套等不透水材料，扎紧后

放入冰块里，没有冰块，
可 用 冰 棍 用 来 降

温。
烧烫伤后别用“土法”
有不少人在被烧烫伤后，

就会急着把衣服脱下查看伤
情，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烧烫伤后的患者衣物不要强
行脱去，应该用剪刀剪开脱
掉，避免烧伤皮肤被剥脱，加
重病情。给烧烫创面涂抹牙
膏、酱油、紫药水等行为也是
不科学的，这些物品对于控制
创面感染不起任何作用，且有
加重创面感染的可能。而且
由于颜色遮盖创面，容易影响
医生对烧伤深浅程度的观察
和判断，延误治疗。

多吃富含维生素
和蛋白质的食物

如鸡蛋、水果、蔬菜和各
种肉类，维生素和蛋白质含量
越多，越有助于创面的快速愈
合。 据《健康时报》

春运期间 十招助你远离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