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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冬季的来临，流感等呼吸道传染
病的流行风险加剧，不少人纷纷开始囤
药。日前有报道称，“石家庄部分药店的连
花清瘟胶囊已经断货”“感冒类药品销售量
大幅上涨”。

那么，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是否有必要
囤药？如果有相关症状，如何更合理用药
呢？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梳理了几个实用
小建议。

无需囤药，
专家教你对症用药

“‘囤’是不可取的，因为囤是大量、非理
性的抢购。”中国中医药继续教育智库海外特
聘专家董亚峰表示。武汉同济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刘辉国教授持同样的观
点。他告诉记者，常备一些药品是有必要的，
但不应该囤药。“家里有老人幼童、有基础病
患者的，备的药要有所区别。”刘辉国说。

在出现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症状时，该
如何对症用药呢？

“秋冬季患感冒后很容易出现咳嗽咳痰
等症状，可以服用止咳化痰的药物，比如切
诺桉柠蒎肠溶胶囊、复方甘草合剂等。”刘辉
国说。

“发生病毒感染后，往往出现发烧症
状。”董亚峰表示，科学使用退烧药也非常关
键，比如药物布洛芬的生效时间比较精准，
一般在6—8小时，通过定时给药可以较为
精准地控制体温。

针对流鼻涕这一症状，刘辉国介绍，复
方感冒药中会含有相关成分，通过减轻鼻腔
充血，减少鼻腔渗出物来对症治疗。此外，
通过生理性海水鼻腔喷雾剂喷鼻子、洗鼻
子，也可以减轻鼻腔充血、流涕症状。

如果只是感觉浑身酸痛、食欲下降，我
们该如何应对呢？刘辉国认为，一些中成药
可起到清热解毒、扶正祛邪的作用，出现上
述情况可以通过服用中成药调节免疫力进
行改善。

刘辉国表示，上面提到的药只需要准备
两三种就可以。

别盲目用药，
出现这些情况及时就医

“如果感染呼吸道病毒后症状较轻，一
般情况下，在几天内就能恢复。”董亚峰说，
一般发烧也就3天左右。如果3天后体温还
没有降下来，最好去医院验血，如果中性粒
细胞高的话，说明有炎症感染，建议配合抗
生素治疗。

“如果咳嗽严重导致胸痛，特别是老
年人在服用一般止咳药后，症状不见好
转，就要到医院开中枢类止咳药。”董亚峰
补充道。

刘辉国也表示，如果患者胸闷气喘症
状非常严重，仅在家里靠药物治疗肯定是
不行的，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判断病
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由哮喘造成的憋
气，需配合恩明润（茚达特罗莫米松吸入粉
雾剂）、恩卓润（茚达格莫吸入粉雾剂）等哮
喘类药物治疗，如果是肺部感染则要进行
抗感染治疗。

血管钙化可导致血管顺应性
降低、动脉壁增厚、管腔狭窄、斑块
不稳定和斑块破裂，进而引发一系
列心血管疾病和不良的心脑血管
事件。董少红团队研究发现，通过
短链脂肪酸重塑肠道菌群，有望改
善肠道屏障功能，减轻炎症反应，
并阻止血管进一步钙化。

11月20日，科技日报记者从
深圳市人民医院获悉，该院心内科
主任董少红教授团队发现补充短
链脂肪酸（丙酸钠）、粪菌移植或者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移植，有助
于维持肠道微生物的稳态，减少脂
多糖的产出，以保护黏膜屏障完整
性，防止肠道“渗漏”，抑制炎症反
应，最终为血管钙化的进程“踩下
刹车”。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
国际期刊《微生物组》。

作为一种常见的以血管壁异位
钙盐沉积为特征的病理表型，血管
钙化可导致血管顺应性降低、动脉
壁增厚、管腔狭窄、斑块不稳定和斑
块破裂，进而引发一系列心血管疾
病和不良的心脑血管事件。目前，
临床尚无有效药物对抗血管钙化。

董少红介绍，短链脂肪酸是在
结肠中经特定厌氧菌发酵膳食纤
维而形成的代谢产物。短链脂肪
酸源于肠道微生物，又可调节肠道

微生物的内稳态。一旦肠道微生
态失衡，就会破坏肠道屏障的完整
性，导致革兰氏阴性细菌细胞壁中
的脂多糖和有害代谢产物渗入体
循环，诱发机体慢性炎症反应，并
带来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动脉粥样
硬化、心力衰竭和高血压等一系列
心血管疾病。

曾有研究发现，短链脂肪酸、
肠道微生物群、炎症与血管钙化之
间关系密切。董少红团队认为，通
过短链脂肪酸重塑肠道菌群，有望
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减轻炎症反
应，并阻止血管进一步钙化。

董少红团队研究发现，血管钙
化患者血浆和粪便中的短链脂肪
酸乙酸盐、丙酸盐、丁酸盐与钙化
严重程度呈负相关；进一步校正混
杂因素后，逻辑回归分析发现血浆
和粪便中的短链脂肪酸，尤其是丙
酸盐、丁酸盐与钙化严重程度呈独
立负相关，表明短链脂肪酸是遏制
血管钙化的有利因素。

为了明确短链脂肪酸在缓解血
管钙化方面的作用，该团队让维生
素和尼古丁（VDN）诱导的大鼠可以
自由饮用一定量的丙酸钠溶液，发
现丙酸钠可明显抑制实验大鼠的血
管钙盐沉积，且显著减轻了其血管
壁巨噬细胞浸润，减少了肿瘤坏死

因子-α的表达，降低了血浆中肿瘤
坏死因子、白介素等多种物质的水
平。该团队还借助基因检测手段，
详细分析了丙酸钠对大鼠肠道微生
物群组成和丰度的影响，发现丙酸
钠的确改变了VDN诱导的大鼠肠
道菌群的结构和丰度。

与此同时，董少红团队还进行
了粪菌移植研究，分析了VDN诱
导的大鼠结肠的组织学特征，发现
丙酸钠介导的肠道菌群亦能弱化
VDN诱导的大鼠的血管钙化，并减
弱其体内炎症反应。随后，该团队
对大鼠肠道菌群进行分析后发现，
其中富集了嗜黏蛋白—阿克曼氏
菌。进一步发现，这种嗜黏蛋白—
阿克曼氏菌能够重塑肠道菌群，丰
富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促进短
链脂肪酸的分泌，对肠道黏膜屏障
具有保护作用，可减轻肠道屏障损
伤及机体炎症，最后使血管钙化的
情况得到缓解。

下一步，该团队还将围绕如何
通过改善饮食来促进短链脂肪酸
的增加、怎样还肠道健康的环境、
短链脂肪酸在机体病理或生理状
态下具体的作用机制等问题展开
科研攻关，以加速该研究成果临床
转化，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个体化治
疗或精准医疗。

近日，一名长期佩戴隐形眼
镜的女子突感眼睛刺痛无比，出
现了眼红、眼干、畏光等症状。就
医后，某医院眼科医生发现，该女
子的眼角膜出现了水肿、缺氧的
情况。该女子最终被确诊为双眼
睑缘炎、双眼角结膜炎、双眼干眼
症。所幸因为治疗和就诊及时，
这些病症并未对她的视力造成过
大的不良影响。无独有偶，近年
来因为不当佩戴隐形眼镜导致眼
疾的新闻屡见不鲜，部分病例远
比该女子的症状严重，甚至有人
出现了濒临失明的情况。

这不仅导致了人们对于隐形
眼镜安全性的担忧，也引发了对
如何健康、科学地佩戴隐形眼镜
的思考。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博士
生导师、爱尔眼科角膜病研究所
所长李绍伟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期、长时间地
佩戴隐形眼镜容易造成角膜缺
氧，导致眼部乳酸堆积、角膜上皮
细胞受到损伤、眼部抵抗力下降，
进而引发各种眼部炎症。此外，
佩戴隐形眼镜时，蛋白质、黏蛋白
等泪液中的沉淀物会黏附在镜片
上，成为真菌、细菌生长的温床。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没有对镜片
进行良好的清洁处理，就容易发
生感染。”李绍伟说。

那么，如何健康、科学地选

择、佩戴隐形眼镜，避免其成为健
康的“隐形杀手”呢？

在隐形眼镜的选择上，要选
择合规、优质的隐形眼镜，还应尽
量选择简单、无色的普通隐形眼
镜，不能佩戴过期的隐形眼镜。
李绍伟表示：“消费者应该从具备
经营许可资格证的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购买隐形眼镜，切勿购买不
正规的产品。”

李绍伟表示，在首次佩戴隐
形眼镜前需要先去医院做眼部检
查。配镜前，要提前进行散瞳验
光，选择度数合适的隐形眼镜。
李绍伟建议，佩戴隐形眼镜每隔
半年须做一次专业验光和眼健康
检查，及时监控眼镜度数的变化。

在佩戴隐形眼镜时，要把握
好佩戴时间。李绍伟表示，一般
来说隐形眼镜的日常佩戴不得超
过8小时，然后就应该摘下隐形眼
镜，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放
松。隐形眼镜佩戴过程中，如果
眼睛出现不适，就应该立即停止
佩戴。

此外，李绍伟建议，以下4种
人，包括上班族或学生等长时间
用眼的人群，交警或体育老师等
经常参加室内外运动的人群，处
于孕期或哺乳期的女性，出现眼
睑、结膜和角膜急性感染等疾病
的病人，都应当尽量不佩戴隐形
眼镜。

预防近视，要从儿童青少年
抓起。如何保护好孩子的视力？
什么时间应该带孩子检查视力？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临床
研究中心主任何鲜桂告诉记者，
家长应在孩子学前段或者小学
低年级段到医疗机构做一次规
范的散瞳验光，从而有的放矢地
开展防控。

通常新生儿的双眼眼轴较
短，处于远视状态，有一定远视度
数的储备，医学上称之为远视储
备。随着生长发育，远视储备会
逐渐消耗，生理性远视也逐渐趋
于正常视力。

何鲜桂介绍，不良用眼方式
等原因容易造成远视储备过快消
耗，导致在成长的某些阶段发生
近视。因此，家长要重视保护儿
童远视储备量。除了散瞳验光方
法，定期测量眼轴、建立屈光发育

档案，也可帮助家长精确了解孩
子远视储备的消耗情况。

如何预防近视？何鲜桂表
示，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可以有效
降低近视发生的风险，要坚持参
加户外活动，学前儿童建议每天3
小时以上，中小学生每天2小时以
上，同时减少长时间过度近距离
用眼，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印 发 的
《0—6 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
查服务规范（试行）》，明确了儿
童眼健康管理服务时间和频
次。专家介绍，不同阶段的筛查
各有侧重。婴儿期也就是 1 岁
以内，眼保健主要是筛查儿童有
没有先天性致盲性疾病等；1至
3岁儿童眼保健的重点是筛查斜
视、弱视等相关眼病；4至6岁的
重点是了解儿童视力和屈光状
态，进行近视防控。

结合无线电刺激和生物传感器

智能绷带
促伤口无痕修复

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24日在《自然·生物技术》发表
论文称，他们已开发出一种无线智能绷带，通过监测伤口愈
合过程并治疗伤口，以加速受伤组织修复。研究人员说，这
种绷带能促进伤口更快闭合，增加流向受伤组织的新血流，
并通过显著减少疤痕形成来促进皮肤恢复。

智能绷带由无线电路组成，使用阻抗/温度传感器来监测
伤口愈合的进程。如果伤口愈合较慢或检测到感染，传感器
会通知中央处理单元在伤口上施加更多的电刺激，以加速组
织闭合并减少感染。研究人员能够在智能手机上实时无线
跟踪传感器数据。

绷带电子层包括微控制器单元、无线电天线、存储器、电
刺激器、生物传感器和其他组件，厚度仅为100微米，大约是
一层乳胶漆的厚度。

所有这些电路都安装在巧妙设计的水凝胶上，该水凝胶
被集成以向受伤组织提供治疗性电刺激并收集实时生物传
感数据。

水凝胶中的聚合物经过精心设计，可在需要时牢固地黏
附在伤口表面，但在加热到仅比体温高几度时，可干净、轻柔
地拉开而不会伤害伤口。

电刺激可加速角质形成细胞向伤口部位的迁移，限制细
菌感染并防止伤口表面形成生物膜，从而主动促进组织生长
并帮助组织修复。研究人员采用经过充分研究的技术，并将
其与实时生物传感器数据集成，以提供一种由生物传感器传
达信息的新型自动化治疗方式。

智能绷带的生物传感功能可监测局部环境的生物物理变
化，提供实时、快速、稳健且极其准确的方法来测量伤口状况。

研究人员下一步将研究电刺激为何以及如何更快地治
愈伤口。他们认为，电刺激会促进促再生基因的激活，例如
有助于病原体清除和伤口修复的抗炎基因，以及可增加肌肉
和软组织生长的基因。同样，电刺激通过募集更多的M2抗
炎巨噬细胞增加白细胞数量，这些巨噬细胞具有重要的促再
生作用。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
热量、高代谢的食物正在成为餐桌
上的主角，肥胖越发常见，为此不
少人选择长期素食。那么，长期素
食能否帮助实现减肥的目标？在
本期《1分钟养生课》上，重庆市人
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
黄陈为广大网友讲解相关知识。

黄陈介绍，大众熟知的素食是
指不吃动物肉的饮食模式，但其实
素食也分很多种。只是不吃禽畜
肉，而吃鱼虾类的，称为鱼素；可以
吃牛乳、鸡蛋的，称为乳蛋素；所有
动物肉和乳蛋都不吃的称为纯素。
不同种类的素食有不同饮食禁忌，
但所有素食模式通常都强调水果、

蔬菜、豆类和谷物等食物的摄入。
通过素食实现减肥，是否可

行？对此，黄陈表示，要因人而异。
“长期坚持素食有助于维持更

好的血脂、血糖和适宜体重指标。
也就是说，瘦的人坚持素食，会一
如既往的瘦，而胖的人简单选择素
食，却有可能收不到满意的效果。”
黄陈说。

黄陈分析，因为决定体脂增加
或减少是由摄入食物的能量与自身
消耗的能量之间的差值决定的，一
般肥胖的人饭量都比较大，喜油厚
味甘，即便是素食，如果烹调用油过
多，能量摄入过多，也是达不到减脂
目的。而且不均衡的长期素食还可

能会导致优质蛋白、矿物质及维生
素的缺乏，尤其是铁元素和维生素
B12缺乏，会增加贫血概率。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减肥饮
食？黄陈表示，比起选择素食，更重
要的是根据个体情况测算全天的能
量消耗，计划全天的食物总量及各种
食物比例，也就是制定个性化食谱。

黄陈建议，施行“目标导向性
体质控制”计划，先设定每天要燃
烧脂肪的克数，然后综合运动消
耗、基础代谢等指标，根据能量守
恒定律计算出每天的食物供能量，
并且强化充足的蛋白质、必需脂肪
酸、矿物质和维生素，以达到健康
精确减脂目的。

色泽诱人的蛋糕甜点、口味丰富的各色饮品……这些诱
人的美食都少不了食品添加剂的“功劳”。当前，我国食品安
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但公众中仍存在谈食品添加剂色变的
情况。什么是食品添加剂？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食品添加
剂会怎么样？在本期的《一分钟养生课》上，首都医科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教授、副院长余焕玲为大家
讲解相关知识。

“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发明和创
造，没有食品添加剂几乎没有现在的食品工业。”余焕玲表示。

她举例说，以前的食用盐是大颗粒的，如果家庭一次性购
买太多，很容易就结成块，在做饭的时候也容易放多。但是现
在的食用盐基本上都是碎的，随时都能舀一勺出来，这正是因
为有了防凝结剂。

“很多食物中加入了食品添加剂，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带来了安全。”余焕玲说，以前每年因微生物引起的食物
中毒情况屡见不鲜，而这些抑制微生物生长的添加剂，在食品
储存和运输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不是所有的食品添加剂都是不好的，食品添加剂
在食品中的使用，都是经过了评估以及相关法规的允许，是否
添加、如何添加都是有明确规定的。”余焕玲强调，食品添加剂
为现代生活做出了很大贡献，不能一概地反对。

冬季流行性疾病高发
专家呼吁理性备药、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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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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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素食能减肥？营养科专家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