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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汀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外公认的预防心血
管疾病的一线药物，但很多人好奇，他汀是怎样
保护心血管的？

他汀的最大作用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这种物质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罪魁祸首，
因而又被称为“坏胆固醇”。坏胆固醇主要在肝
内合成，他汀能够抑制其合成过程中最重要的一
种酶（HMGCoA 还原酶），从而干扰坏胆固醇的
合成。这种酶主要在夜间发挥作用，因此他汀通
常在睡前服用，才能发挥最大的疗效。他汀对血
脂的另一种成分甘油三酯也有降低作用，进而在
一定程度上保护血管。

除了降血脂，他汀还能抑制人体的慢性炎症
反应。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慢性炎症是导致动
脉粥样硬化、心梗、心衰的促进因素，他汀抑制炎
症反应的作用，也可减少心血管疾病发生。

他汀还能够稳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而动脉
斑块的破裂是导致心梗的元凶。随着动脉硬化
的进展，斑块表面的“帽子”会越来越脆弱，最终
破裂，发生心梗。他汀能修复即将破损的“帽
子”，把斑块束缚在血管壁内，减少心梗发生率。

他汀的其他作用正在被深入研究。目前，一
些证据还表明它能防癌抗癌、延缓衰老、保护心
肌干细胞的生长发育。

不过，他汀的副作用也应引起重视。它可能
导致部分患者出现肝损伤，服用期间应定期复查
肝功能；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导致肌肉损伤，患者
出现肌肉疼痛时，应特别重视；他汀还有可能提
高新发糖尿病的风险。不过，与其带来的获益相

比，这些风险就微乎其微
了。

有些水果不光营养美味，放在床
头，其发出的气味还能帮助人们入
眠。利用味道调节生理机能是“气味
疗法”，其历史由来已久，《黄帝内经》
及《红楼梦》中都有过描述。现代研究
发现，芳香分子能够与人的嗅觉感受
器结合，启动一系列化学反应，作用于
大脑的边缘系统，即主管情绪的大本
营。不同的气味，也发挥着不同的作
用。橙子、蜜橘、金橘、橘子、柠檬、柚
子等柑橘类水果的果皮中含有散发香

味 的“ 苎（ 音
zhù）烯”，能刺

激大脑产生α脑
电波，使大脑放
松，从而助眠。

中 医 认 为 ，
橘子具有理气、
除燥、利湿、化痰
止咳的作用，其
香气可以化湿、
醒脾、开窍。睡
觉时，闻橘子的
香味具有安心凝
神的作用，常用
于安抚沮丧和焦
虑 。 若 是 肺 不
好，晚上咳嗽胸
闷 而 睡 不 着 的
人，也可以吃几
瓣橘子，既能解
渴又能去肺热、
帮助入眠。

柚子的香气通过嗅觉到达神经中
枢，可消除大脑疲劳，舒缓烦闷情绪，
达到助眠的目的。其香气还能加速淋
巴细胞排毒，对缓解上班族因压力、熬
夜造成的脂肪堆积很有效。

夜晚吸入柠檬的味道，则让人感
到舒适安静，很快进入睡眠状态。有
研究表明，柠檬的香味可以促进身体
产生 5-羟色胺，让人感到快乐，同时
降低应激激素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
平静心情。柠檬中的柠檬烯在芳香疗
法的研究中，被证实具有减轻焦虑的
作用，常用于提取制作芳香精油。

草莓鼻俗名“酒渣鼻”，但并不代
表这类皮疹只限于鼻子。由于其颜色
像红玫瑰，故医学上又称“玫瑰痤疮”，
但它和痤疮不是一回事。

草莓鼻偏好中年以上的人群，喝
不喝酒都可能发生，且容易复发。女
性比男性更易患病，但通常男性更严
重。其常见类型有四种：1.红斑毛细血
管扩张型最为常见，面部常有刺痒、灼
热、干燥感，有时甚至会脱屑；碰不碰
都发红，时间久了，脸颊或鼻尖会出现
红血丝。2.丘疹脓疱型最易和痤疮混
淆，在面部红斑的基础上还长了红色
的“痘痘”，甚至脓疱。3.鼻赘型就是大
多数人眼中的草莓鼻，多见于中年以

上的男性。4.眼
型除有皮肤症状

外，还伴有眼部刺痒、干涩、充血等症
状，导致不少患者会去眼科就诊，如果
皮肤症状轻微，常会被漏诊或误诊。

目前，医学界普遍认为，草莓鼻是
由内源和外源性因素共同作用的。内
源性因素包括：遗传因素、皮肤屏障破
坏、机体免疫失衡等。外源性因素包
括：高温、紫外线照射、酒精或辛辣饮
食、皮肤表面蠕形螨等。因此，要做好
皮肤的防晒和保湿；为避免破坏正常
的皮肤屏障，不要频繁尝试新的护肤
品或盲目给皮肤去角质；忌饮酒和辛
辣饮食等。万一得了草莓鼻，可通过
口服米诺环素或多西环素给皮肤消
炎，外用甲硝唑杀菌，激光手段消灭红
斑或红血丝，或整形外科手术来改善
大片红斑。

时常吃不下饭，或吃饭
后上腹部饱胀得厉害，甚至
喝点水都胀，吃点辛辣、油
腻、生冷的食物就爱拉肚子
……遇到这种情况，大部分
人会认为自己上火或食积
了，就自行服用一些清热或
消 食 的 药 物 ，却 越 来 越 严
重。殊不知，吃不下饭、胃胀
也可能是脾胃虚寒症。

中医认为，人体的气血
是由脾胃将食物转化而来，
故脾胃乃后天之本。若是脾
胃虚寒，则易导致消化不良，
从而引起食欲下降。脾胃虚
寒症是中医一种病症名，主
要的病因是饮食习惯不良，如饮食不节制、
经常吃冰冷食物等，过度劳累、精神压力大、
思虑太过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它的临
床表现众多，如腹胀、吃不下饭、饭后腹胀加
重、腹痛喜温喜按、口泛清水、大便溏稀或不
爽、四肢不温、肢体困重或周身浮肿、小便不
利等，女性多还伴有白带量多且质稀、小腹
下坠疼痛、腰腹酸沉等症状。

判断是否有脾胃虚寒症，最简单的方
法是看自己在遇到天气变冷，或吃了寒凉的
食物后，会不会出现胃部疼痛或腹胀症状，
且热敷时症状减轻，或经按摩后有所缓解。

此外，还有一些典型症状可做比对，比如手
脚发凉且非常怕冷、大便清稀无臭味，每次
总有排不尽的感觉……若已经出现上述症
状，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调整生活方式，注
意保护脾胃，比如少吸烟，少喝酒，少食辛
辣、生冷的食物，少喝浓茶、咖啡，不要吃过
多的水果和零食。另外，要避免紧张、焦虑、
恼怒以及过度疲劳。在此，我们为大家介绍
几种日常食疗方法，坚持服用，可养护脾胃，
缓解因脾胃虚寒导致的胃痛、胃胀等各种不
适。

高良姜粥：高良姜 15 克，粳米 50 克。

将高良姜放入锅中，加适量
水，煮 20 分钟，煎取药汁；
再将药汁和粳米煮粥，空腹
服用。有温中散寒、健脾和
胃的功效，适合脾胃虚寒型
胃痛。

丁香肉桂红糖茶：丁
香 、肉 桂 各 3 克 ，红 糖 15
克。将丁香、肉桂放入锅
中，用温水浸透后，武火煮
沸，再用文火煮15分钟，取
汁，调入红糖。有温中补
虚、行气健脾的功效，特别
适合于脾胃虚寒型腹胀。

胡椒猪肚汤：猪肚 1
个，胡椒10克，肉桂3克，白

术15克，洋葱5个。将猪肚洗净，把上述食
材拌适量盐，填入猪肚中，放进砂锅。加适
量水，用武火煮沸后，换文火炖至猪肚烂熟，
空腹吃猪肚，饮汤。可温中健脾、散寒止痛，
用于脾胃虚寒症导致的胃部不适。

同时，艾灸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具有温
补效应的中医治疗方法。艾灸中脘、足三里
两穴可温中健脾，治疗脾胃虚寒症。如果条
件不允许，直接按摩这两个穴位，也可达到
缓解胃痛、腹胀的作用。

过敏性结膜炎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眼科疾
患，俗称“红眼病”。春天是过敏性结膜炎的高
发季节，多由花粉所引起。在种类繁多的治疗
眼药中，依据其成分大致可分为3大类：化学介
质游离抑制剂、组胺拮抗药、类固醇（激素），这
3类药哪个药效最佳？这要根据患者的自身情
况来进行选择。

化学介质游离抑制药一般在花粉飞散前
开始使用。在这3类眼药中，效果持续时间最
长的，就是化学介质游离抑制药，如吡嘧司特
钾滴眼液。该类眼药能够抑制肥大细胞释放
出的化学介质，从而缓和过敏症状，2周左右的
时间都能显现出效果。因此，既往有花粉症病
史者，最好是在花粉尚未飞散、症状尚未出现
时就开始使用。

组胺拮抗药和类固醇滴眼剂，这两种眼药
均起效迅速，不过它们的作用机理和用法则不
同。

组胺是引起眼睛发痒和充血等过敏症状
的化学介质之一，组胺拮抗药（如埃美丁和帕
坦洛等）有阻抑组胺功能的作用。因其起效十
分迅速，所以在患者已经出现发痒和充血等症
状时，为求迅速改善症状，可以选用该药。

类固醇滴眼剂（如可的松、氟美松、典必舒
等眼药水）应在组胺拮抗剂或化学介质游离抑
制药使用后，症状仍不能完全控制的情况下使
用。尽管其有很强的抑制过敏反应的作用，但
也有致眼压上升等副作用的危险，因而仅限于

症状严重时使用，切莫过
度使用。

在所有的致盲眼病中，有一种眼病只要及
时手术，就有一半机会重见光明，它就是白内
障。最近，美国一项研究还表明，接受了白内障
手术的人与不做手术的患者相比，死亡风险大
幅降低，女性尤其受益。

新研究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组织开
展。安妮·科尔曼教授及其研究小组对约7.4万
名65岁以上美国白内障女性，进行了长达20年
的追踪调查，她们中约有4.2万人接受了白内障
手术。研究人员先对人口学因素、合并症、吸烟
饮酒情况、BMI（体重指数）及日常运动量等条
件进行了排除整合，接着对受试者的疾病和死
亡情况作出分析。结果显示，接受过白内障手
术的女性比没有接受手术的女性死亡风险降低
60%。不仅如此，术后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
病、癌症、意外事故、神经系统疾病、感染症等风
险也下降了37%~69%。

研究人员认为，高龄女性的白内障手术不
仅改善了她们的视力，更重要的是，术后生活质
量得到提高，患者机体功能得以加强，她们的寿
命也相应延长。眼科专家表示，白内障发病原
因迄今尚不明确，也无理想的治疗药物，唯一有
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因此，白内障发展到

成熟期时，尽快进行手术
治疗是最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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