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都知道，体检前1天晚上
8点后就不能吃东西了。但是常常
碰到一些人，由于对“空腹”的各种错
误理解，第二天来体检时，往往饿得
头昏眼花，唇干舌燥，向医生吐槽着

“空腹”带来的身体不适感。那么，我
们就来看看体检“空腹”的两大误区，
判断下自己是否也不小心中招了。

误区一：空腹就是要饿肚子
有人认为空腹就是要饿肚子，

饿得时间越长，指标检测结果越
好。有人害怕指标会高，有意晚去
医院抽血。其实，空腹验血，并不是
要让体检者饿肚子，更不是饿了十
几个小时以后的化验结果。要知
道，机体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功能，
当身体处在饥饿状态时，体内各项
机能会自动调节，导致指标发生变
化，这样采集到的血样标本就会失
真，从数字上看结果是“正常”，但背
后会掩盖患者真实的病情。

以血糖为例，空腹血糖不等于
“饥饿”血糖。有些糖尿病患者在饥
饿状态下，血糖化验结果很低，会误
认为血糖控制得很好，结果耽误了
病情。也有些糖尿病患者自身的血
糖调节机制极其敏感，饥饿状态下
会立即调动体内糖元，以供急需，此
时的血糖水平反而比平时高出许
多。所以，糖尿病患者在化验空腹
血糖前夜一天晚上定要正常吃晚
饭。

误区二：空腹就是滴
水不沾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答案更是五花八门。大部
分人会理解为，空腹就是
不吃不喝。也有人回答，
可以喝一点点水。还有的
人因为整夜不敢喝水，嘴
唇干裂翘起……

一般来说，少量喝白

开水不会干扰体检的结果。还是以
空腹血糖为例，要求的“空腹”是指不
摄入热量，比如不能吃主食、肉蛋、奶
等食物，但不严格限制饮水。所以
可以消除顾虑，体检前如果口渴，可
以少量饮用白开水。但是需要注
意，空腹喝含糖饮料会使血糖骤然
升高，特别是在抽血前的几小时之
内，因此不要喝含糖饮料，以免影响
体检结果。 施佳华

读者安先生问：我患有早搏房
颤，在2010年进行了换瓣手术，长期
服用华法林。前两个月查出颈动脉
斑块，医生建议我服用他汀。有人说
他汀伤肝，我就不太敢用，请问一定
要吃他汀吗？

专家解答：你做换瓣手术已经8
年，不知如今血脂、肝功能、血糖、肾
功能等指标如何。如果是颈动脉硬
化有斑块，斑块是老斑块且面积不
大，就要看冠状动脉是否有斑块，如
果斑块面积也不大，血脂不高，可以
先观察。如果冠状动脉有斑块，血脂
又偏高，肝功能尚可，那么可以吃他
汀，但要定期复查血脂、肝功能、肾功
能等，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对症处理。

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是形成
斑块的危险因素，有以上情况的人要
积极合理控制血糖、血压。从临床上
来看，饮食不节制、抽烟、喝酒、熬夜、
缺乏锻炼等不良生活习惯对形成斑
块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要
想实现斑块缩小或稳定，生活干预至
关重要，要积极控制饮食、改善饮食
结构。 据《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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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空腹的两大误区

中医常识

中药煎煮是中药饮片中的有
效成分不断释放、溶解的过程，而
当煎到饮片本身与药液中的有效
成分浓度平衡时，这种扩散运动
就停止了。此时如果再继续煎
煮，以求“又浓又少”，不仅药物内
的有效成分不会再释出，还可能
使非有效成分不断溶出，这样会

使药液中有效成分因蒸发而减
少，甚至在过长的高温中遭到破
坏，从而降低药效。

此外，长时间煎药还容易煎
煳，过分浓缩的药汁会加重苦味，
给患者服药带来困难，服药后会
产生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因此，
为使中药发挥应有的效力，要按

常规煎煮一定时间，根据药物的
性质来煎煮。多数情况下，各种
类型的汤剂均应两煎为宜，汤药
煎好后，应趁热滤过，榨干，尽量
减少药渣中煎液的残留量。

含有挥发成分的药物，如薄
荷、苏叶、藿香、佩兰等不需要久
煎，一般是后下，且在煎煮过程中

防止有效成分挥发，所以必须盖
着盖子煎；含有金银花、菊花等清
热药及砂仁、沉香等芳香类药，也
不需要久煎。有些补益药需要浓
煎，但具体煎到什么程度，用多大
量，需要请中医师根据病情确定，
不可擅自加量或延长煎药时间。

据《中国中医药报》

健康指南

家用美容仪是真有料还是商家噱头

就医咨询

目前，家用美容仪深受女性
特别是年轻女性的青睐，功能从瘦
脸、美白，到保湿、抗衰老一应俱
全，价格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似乎总有一款适合你。

记者发现，在各个爆款美容仪
的评论区，基本都是清一色的溢美
之词；而在现实采访中却有人明确
表示，这些“黑科技”美容仪就是一
个大“坑”，进了就再也别想出来。

那么，这些家用美容仪到底是
真的有用，还是只是商家的噱头
呢？

洁面仪：并不适合所有人

近几年来大受欢迎的洁面仪，
大多数都是利用声波清洁，运用高
频率微振荡按摩或者流体动力，将
皮肤毛孔中的垃圾通过超声波震
出来，从而有效去除皮肤内的杂
质、油脂等，达到深层清洁肌肤的
目的。

市面上，某些商家声称：坚持
使用洁面仪，可以去除黑头、缩小
毛孔、青春痘等。那么，事实真如
商家所说吗？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学美容
中心主任李薇薇表示，使用洁面仪

要因人而异。对于油脂性皮肤的
人来说，洁面仪可能确有一些改善
皮肤状态的作用，但是要想把脸上
的黑头彻底清洁出来是不可能的，
靠洁肤仪去痘痘、缩毛孔都是不现
实的。

蒸脸仪：水润只是暂时的

商家说蒸脸仪可以将水转化
成纳米级的雾状颗粒，更利于皮肤
吸收，起到深层清洁、排毒补水的
效果。专家解释说，皮肤是最坚硬
的角质层，在干燥的季节里极容易
出现脱水，造成细胞干瘪，这时无
论是用湿毛巾敷脸，还是贴上一层

面膜，都能使面部皮肤得到短暂的
充盈，从而看起来光洁水嫩。但想
要通过蒸脸仪把所谓的“纳米”水

“打”到皮肤里，是完全不可能的。
按摩仪：只能解决水肿问题

专家介绍说，按摩仪主要分为
微电流和射频两种。微电流型的
按摩仪就是在按摩仪中流通着非
常微弱的电流，刺激血液循环，当
然电流微弱到你几乎不会有任何
感觉。“这种按摩仪更多的只能起
到消水肿的作用，如果你是因为皮
肤松弛导致的大脸，那么这种按摩
器帮不了你。因为皮肤的紧致靠

的是皮下胶原蛋白和纤维的支撑，
靠按摩仪就能重生胶原蛋白和支
撑纤维是不太可能的。”

牙齿美白仪：美白不成反伤牙

牙齿冷光美白仪是在朋友圈
里红红火火的又一“黑科技”产
品。其原理是：通过冷光将药物
（过氧化氢）渗透到牙齿组织中。
去除牙齿表面及深层附着的色素，
从而达到美白的效果。看着别人
使用前后的对比图——一口黄板
牙变得齿白如玉。那么，美白牙齿
真的简单到随便什么人自己在家
就能做吗？

“牙齿冷光美白属于医疗美
白。”李薇薇解释说，在用药水进行
牙齿美白时，正规的医疗机构会在
龈缘涂隔离剂，而非专业人士自己
在家做极易造成牙龈损伤，使牙龈
变得十分敏感，甚至患上牙龈方面
的疾病。

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
牙齿冷光美白。李薇薇表示，15岁
以下青少年以及牙釉质发育不全
人群不适合做牙齿美白；有龋齿、
楔状缺损等问题的人，需要在牙齿
美白前先做填充；有牙龈炎及其他
口腔疾病的人，应先做治疗，然后
再考虑是否可以接受牙齿美白。

李 颖

2019 年 4 月 15 日，我国大陆首
例“试管婴儿二代宝宝”出生了。

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手术室
内，伴随着一阵响亮的啼哭，这个身
长 52 厘米，体重 3850 克的男婴出生
了。这名男婴的妈妈是我国大陆首
例试管婴儿郑萌珠，这名男婴也就
成为由试管婴儿分娩的“试管婴儿
二代宝宝”。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
殖医学中心原常务副主任、主任医
师刘平是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
生的见证者之一。据刘平介绍，最
初，试管婴儿主要是解决女性输卵管
不通等问题，在刚开始研究时，研究
者们连卵子长什么样都没见过，胚胎
培养用的实验设备等也都相当简
陋。如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
学中心 2018 年的门诊量近 60 万人
次，移植周期逾2.1万个，是目前我国
收治生殖内分泌与不孕症患者规模
最大的中心之一。 据《光明日报》

现实生活中，很多心脏病患
者都知道随身带药，但不少人都
带错了，不仅没起到救命的作用，
反而还害了自己！
两种药不救命，吃错等于害自己

复方丹参滴丸：不救命！
在突发心脏病时服用复方丹

参滴丸是无效的，因为复方丹参滴
丸的主要成分是丹参、三七，还有冰
片，它只是一种口服的预防药物，并
不救命！

阿司匹林：不救命！
阿司匹林的临床运用，主要是

预防和治疗，就是已经发生过心脑
血管疾病和极可能会发生心脑血管
疾病的人群最适合用。而且阿司匹
林几小时才起效，不能救急。
真正可以救命的药，就这两种！

速效救心丸：心脏病必备救命
药！

速效救心丸是治疗冠心病、心
绞痛的急救药，在临床上的应用已
经有 20多年了，具有预防、治疗和
急救三重功效。

主要是应急时使用，冠心病高
危人群必备。

速效救心丸能抗心肌缺血、保
护心脏、降低血黏度、解痉镇痛，也
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用于防治心
脑血管疾病。

速效救心丸适合用舌下含服

法，药物有效成分通
过舌下黏膜吸收，可
迅速进入血液循环，
为更快地发挥药效，
还可先将药丸咬碎
后再置于舌的下方。

一般服用后几
分钟就能生效，可有
效防止猝死。但速
效救心丸只是应急
用药，不能从根本上
治疗疾病，症状缓解
后应尽快就诊。

硝酸甘油：冠心病必备救命药
硝酸甘油片是冠心病人常备

的一种药，它能迅速缓解心绞痛，能
急救，关键时候能救命，是冠心病必
备救命药！

冠心病典型心绞痛为阵发性
胸闷、憋气、胸痛，出现在胸骨后，可
放射到心前区和左臂。心绞痛的部
位有时会发生“偏离”，出现在上腹
部或放射到颈、下颌、左肩或右前
胸。发作时可能感觉压榨痛或闷
胀，甚至感到窒息伴有濒死的恐惧
感，此时可用硝酸甘油。

身边没有药怎么办？
第一招：用力咳嗽。
因为此时血液循环可能停滞，

而用力咳嗽可以增大胸腔压力，对
暂时缺血的心脏起到按摩作用，并
让肺部吸进更多氧气，以此促进血
液循环，并提升到达大脑的血压，给
大脑补充氧气。

第二招：按摩穴位。
按摩人体的有些穴位也可以

起到急救的效果。比如，可以用来
捏手掌虎口上的合谷穴。一次掐
3~4秒，然后停1~2秒，再掐3、4秒，
重复几次。另外，内关穴也是一个
可以用于救急的穴位。

上面二招只是应急，缓解后一
定一定要及时就医。

据《中国中医报》

心脏病突发如何吃对药

颈动脉斑块颈动脉斑块
必须吃他汀吗必须吃他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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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煮时间越长中药药效越好吗煎煮时间越长中药药效越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