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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飞“雪”须防过敏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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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雷春香

近期津城花粉、柳絮纷飞，第四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连
日来门诊病人每天都达 350 人左右，较以往增加约一成。 据该科副
主任医师王明辉介绍，最近的病人主要以过敏性鼻炎、上呼吸道感染、急
性咽喉炎、会厌炎（喉头水肿）居多。

粉絮飞扬警惕过敏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争奇斗艳的鲜
花在给人们以视觉上享受的同时， 也把
花粉、柳絮等多种过敏原带到了空气中，
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出现了流鼻涕、 连续
打喷嚏、 眼睛发红、 眼皮肿胀等一系列
“花粉过敏症”的表现。
专家建议“花粉过敏症”患者，要少
到公园等花粉、柳絮较多的地方，同时要
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序，禁食烟酒、辛
辣燥热的食物。 出门时最好戴上口罩，以
隔绝外界刺激。

过敏性结膜炎高发
近日，津城花粉、杨柳絮纷飞，过敏
性结膜炎患者呈明显上升趋势， 医院接
诊患者数量比上月增长 4 倍到 5 倍，尤

以儿童和二三十岁年轻人居多。
据天津医大总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赫天耕介绍， 过敏性结膜炎的主要症状
有眼痒、眼红、眼干、流泪等。 发现症状应
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检查、 规范用药以
控制病情，出现眼痒症状千万不能揉眼，
以免症状加重或引发其他疾病。 大多数
患者是因接触了花粉、飞絮、灰尘、动物
毛发等过敏原，引起结膜过敏反应。 过敏
性鼻炎、气温变化、粉尘雾霾等造成的空
气污染以及游泳时的水质不洁， 也会诱
发或加重上述过敏症状。
另外，睫毛膏及眼影等眼部化妆品、
隐形眼镜及其护理液、 香水中的香精等
也是引发过敏性结膜炎的过敏原， 过敏
体质者均应避免接触。
预防过敏性结膜炎，最好的办法是远
离过敏原，如尽量少去植物繁茂、有大量

飘浮物的地方，外出做好戴口罩、护目镜
等防护，注意室内卫生、勤换被褥以减少
尘螨孳生，必要时还需遵医嘱用药控制。

辨清花粉过敏和感冒
春季气温转暖， 各种细菌病毒也开
始活跃起来，加之气候多变、风沙较多，
也使很多抵抗力弱或对环境适应性欠佳
的人群发生上呼吸道感染的几率增加，
尤其是幼儿及老人。
由于花粉过敏症与感冒症状相似，

春天警惕抑郁症高发
春季易致激素紊乱
抑郁症是躁狂抑郁症的一种发作形
式，以情感低落、思维迟缓以及言语动作减
少、迟缓为典型症状。 抑郁症的病因和发病
机理迄今尚未明了，有可能与遗传相关，如
有的人性格较内向， 有的人对疾病多疑虑
等。也可能是社会心理因素。 如不愉快事件
引起情绪低落导致， 产后压抑也是原因之
一。 还有可能是服用某些药物，导致少数敏
感者因药物产生反应等。 据世界卫生组织
最新估计，目前有 3 亿多人罹患抑郁症。 从
2005 年到 2015 年，增加了 18%以上。 每
年有近 80 万人自杀死亡， 抑郁症成为 15
岁至 29 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春季潮湿、气压较低，易引起人脑分
泌的激素紊乱，导致神经功能紊乱，加剧
心理机能的混乱。 春季气温变化较大，人
体的一些内环境和内分泌活动发生变化，
较易引起人的情绪波动。春季人们的压力
也比较大，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
后几个月生活中如果没有一些好的变化，
人们就容易精神紧张，出现焦虑、睡眠障
碍、食欲不振等症状。

五招预防抑郁症发生
王玉萍主任说，如果有如下症状应考
虑就诊：睡眠不好，精力明显减退，无原因
的持续疲乏感；心烦意乱，对以前感兴趣
的事情失去兴趣； 自信心下降或自卑，常

看皮肤科医生时， 大夫会嘱咐病人
忌食“发物”，理由是“发物”会加重病
情。 那“发物”究竟是什么，这种说法有
道理吗？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
师奚丹说，中医认为，食物之所 以 能 防
治疾病， 是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 “食
性”所决定的。 如果不懂食性乱用，就有
可能引发 某 些 特 殊 体 质 的 人 或 患 者 的
旧病，或加重已发疾病，或削弱药力，这
就是食物的“发性”。 皮肤是排毒的最
大器官，得了皮肤病说明皮肤排毒能力
减弱或体 内 毒 素 太 多 致 使 正 常 肝 肾 的
代谢紊乱，毒素淤积于皮肤。 此时如果
再吃发物等于雪上加霜。 春天主生发，
旧皮肤病 易 复 发 ， 新 皮 肤 病 也 容 易 发
生，所以要注意清淡饮食，起居正常，少

酒禁烟，少发物，才能保证春天 的 皮 肤
健康。 以下几类食物皮肤疾病患者要尽
量少吃，甚至是不吃：
一是食用菌类。 主要有蘑菇、香菇等，
过食这类食物易致动风生阳，触发肝阳头
痛、肝风眩晕等宿疾。此外，还易诱发或加
重皮肤疮疡肿毒。
二是海腥类。 主要有带鱼、 黄鱼、鲳
鱼、蚌肉、虾、螃蟹等水产品，这类食品大
多咸寒而腥，对于体质过敏者，易使过敏
性疾病发作，如哮喘、荨麻疹症。 同时，也
易催发疮疡肿毒等皮肤疾病。
三是蔬菜类。 主要有竹笋、 芥菜、南
瓜、菠菜等，这类食物易诱发皮肤疮疡肿
毒。
四是果品类。 主要有桃子、杏、银杏、
花生、芒果、杨梅、樱桃、荔枝、甜瓜等，前

四种癌症可免费筛查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有内疚感；食欲不振，体重明显减轻；有明
显身体不适，但多次检查没有发现原因。
春季预防抑郁症的建议主要有：
1 、多晒太阳。 多接触阳光，多参加一
些户外活动，会增加心理愉悦度；
2 、寻求帮助。 将郁闷、忧愁的事情跟
朋友倾诉，寻求帮助；
3 、注意睡眠。 要避免过度疲劳，才能
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4 、保持良好心态。 学会接受现实，看
淡名利，以平常心态对待生活，发现生活
中简单的美和快乐；
5 、营养饮食，注意膳食平衡。 忌辛辣
刺激食物，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多吃
提高免疫力的食物，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春季少吃六类“发物”

很多病人往往因此延误了诊治， 临床上
由此而导致哮喘的患者并不少见， 故专
家提醒，要注意辨清二者区别，感冒症状
一般持续 1 周左右，或多或少会有头痛、
嗓子疼痛及发烧等症状； 而花粉症流鼻
涕、打喷嚏症状重，每天喷嚏能打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不会有头痛、嗓子疼痛及发
烧等感冒症状， 可持续 3 周至 4 周甚至
更长。
专家建议，应适当加强体育运动，以
增强自身的抵抗力， 增进对自然环境的
适应性； 起床后居室宜开窗更换新鲜空
气；尽量少去公共场所，减少感染机会；
避免各种辛辣刺激性的饮食。
此外还要依据气温变化增减衣服，
如出现咽红、咽痛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
不要随意服药，以免延误病情，引发喉头
水肿。
急性咽炎病人有一部分是上呼吸道
感染所致， 故预防上呼吸道感染对防治
急性咽炎的发生意义重大。 提醒该病患
者尽早就医，以免使疾病迁延不愈，发展
成慢性咽炎。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人曾指出，多食桃易生热，发痈、疮、疽、
疖、虫疳诸患，多食杏生痈疖，伤筋骨。
五是禽畜类。 主要有公鸡、 鸡头、鹅
肉、鸡翅、鸡爪、驴肉、獐肉、牛肉、羊肉、
狗肉、鹅蛋、鸭蛋等，这类食物主动而性
升浮，食之易动风升阳，触发肝阳头痛、
肝风脑晕等宿疾， 也易诱发或加重皮肤
疮疡肿毒。
鸡蛋不宜多吃，一般一天不宜超过两
个，尤其是肝炎、过敏、高血脂、高热、肾脏
病、腹泻病人。 鸡蛋内含有大量蛋白，属于
异性蛋白，有相当一部分人吃了异性蛋白
质后会出现病态反应。
六是其他类。 属于发物的还有菜油、
糟、酒酿、白酒、豌豆、黄大豆、豆腐、豆腐
乳、蚕蛹及葱、蒜、韭菜等。 有时还将荤腥
膻臊之类的食品一概视为发物。

本 报 讯 （ 记 者 雷 春 香 ）“天 津 市

2017 年常见恶性肿瘤早诊早治项目”及
“天津市河西区肿瘤防治示范区项目”
将于 4 月 27 日在天津市肿瘤医院正式
启动，免费为河西区、蓟州区 40 岁至 74
岁常住健康居民开展肺癌、乳腺癌、肝癌
和胃癌 4 种常见恶性肿瘤的筛查， 预期
惠及居民 5.8 万人。
为更好地配合筛查项目的启动，4 月
27 日 8：00 至 11：30， 市肿瘤医院肺部
肿瘤、乳腺肿瘤、肝胆肿瘤、胃部肿瘤副
主任医师以上专家， 在天津市肿瘤医院
门诊大厅举办免费咨询活动。

这些饮食伤肾是“传说”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近日网络上出现了诸如 “吃肉伤
肾”、“吃盐伤肾”、“豆制品伤肾”、“吃
海鲜伤肾”等说法，天津中医一附院肾病
科专家武士峰对这些说法给予了回答。
武士峰说， 网络上这些做法反而会
加重肾脏病的病情。 们提倡合理均衡饮
食，强调不过度饮食，一般不主张绝对禁
忌饮食。 摄入量应随肾脏疾病的种类和
肾功能情况进行相应调整，不可一味“求
多”或“求少”。 比如食盐，科学的每天摄
盐量应该控制在 6 克以内， 而其中有 3
克可以直接从日常食物中获得， 因此食
物调味时一般应该保持在 3 克至 5 克以
内，如果患者出现水肿等症时，应注重限
制盐的摄入，但也不应盲目禁盐。 再如水
的摄入也应分情况来调整， 对于肾功能
不全无水肿患者，应注意多饮水，增加尿
量，多喝多排，尤其是患泌尿系感染的病
人，水比药还重要。 而对于有水肿的肾脏
病患者， 应注意每天监测体重， 量出为
入，所谓的入水量包括饮水、喝粥、输液
及中药等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