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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鼻窦炎只需通过药物保守治疗就
能有效改善症状，甚至治愈，但有些鼻窦炎
则需要药物联合手术等综合治疗才能治好。

鼻窦炎由鼻窦黏膜炎症所致，按照病
程长短分为急性鼻窦炎和慢性鼻窦炎。

急性鼻窦炎。病程持续时间小于或等
于4周。最常见的急性鼻窦炎多为感冒的
并发症，出现鼻窦黏膜病毒或细菌感染，临
床表现为感冒5~7天后出现畏寒、发热、乏
力等全身症状；鼻部症状表现为鼻塞、流脓
涕、嗅觉障碍和有时间规律的鼻源性头痛。

这类急性鼻窦炎一般药物治疗即可，若
合并眶内及颅内并发症时，可适时采用手术
治疗。用药主要包括全身使用敏感的抗生
素，要足量和足够疗程，一般使用1~2周；口
服黏膜促排剂促进鼻窦分泌物引流和排出，
鼻腔局部短期使用鼻用减充血剂（使用时间
为2~3天，一般不超过1周），鼻腔局部最主要
的药物是鼻用糖皮质激素，根据病情决定使
用时间，本药可持续使用12周甚至更长。情
况严重时可酌情短期全身使用糖皮质激素，
还可同时配合治疗急性鼻窦炎的中药。

慢性鼻窦炎。鼻腔与鼻窦黏膜的慢性持
续性炎症，分不伴鼻息肉和伴鼻息肉两种，主
要表现有鼻塞、流涕（也可为鼻涕倒流）、嗅觉
障碍、慢性头痛、鼻面部疼痛且有压迫感等，可
伴有鼻痒、连续性喷嚏、清涕等过敏性鼻炎的
症状，部分患者可能会合并哮喘等下气道症
状，病程一般反反复复或持续超过3个月。

慢性鼻窦炎应根据病因、发病机制、病
程长短及严重程度采用个性化治疗。慢性

鼻窦炎不伴鼻息肉
时，注意查找病因，如
果有继发因素存在，

比如肿瘤、异物、真菌感染
等，手术去除病因是重要的
治疗手段。慢性鼻窦炎不伴
鼻息肉、没有特殊继发因素
时，要根据其反复急性发作的
情况、鼻窦炎症状评分和鼻窦
影像学特点，决定是否需要手
术治疗。慢性鼻窦炎伴鼻息
肉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十分复
杂，是一种系统性的慢性炎
症，通过手术切除鼻息肉和开
放鼻窦并不能去除病因，多数
会伴随患者一生，因此强调以
药物为主的综合治疗和慢性
疾病的自我管理。

过敏性鼻炎。它是特应
性个体接触致敏源后导致的
鼻黏膜慢性炎症性疾病，主
要表现为鼻痒、阵发性鼻涕、

流清涕、鼻塞，可伴有眼痒等症状。治疗上
应避免接触过敏源，以药物治疗为主（抗组
胺药、糖皮质激素、抗胆碱药、减充血剂、肥
大细胞稳定剂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药
物治疗无效的下鼻甲肥大、鼻中隔解剖变
异导致功能障碍、原发或继发的慢性鼻-
鼻窦炎、单侧鼻息肉样改变，或对药物治疗
无效的双侧鼻息肉可进行外科手术治疗。

内翻性乳头状瘤。它是鼻部常见的良
性肿瘤，病因不明，认为与人乳头状瘤病毒
感染有关，多为单发。主要表现为单侧鼻
塞进行性加重，可伴有黏脓涕，涕中带血或
反复鼻出血。内翻性乳头状瘤虽是良性肿
瘤，但有侵袭性生长、易复发及恶变的特
点，应首选根治性切除术。

牙源性上颌窦炎。当位于上颌窦底
壁，上颌第二双尖牙及第一、第二磨牙的牙
根感染时，可能穿破窦壁，或拔牙时损伤底
壁引起。主要表现为鼻塞、头痛、流臭味黏
涕、上颌窦区周期性疼痛等，还有明确的上
颌牙痛或牙病治疗史，病源牙多为龋齿、残
根、牙齿纵裂、隐裂等，部分可见瘘管，严重
者面颊部有肿胀、麻木、疼痛感，甚至有腭
部膨隆，伴有牙齿松动等。治疗上不仅需
要牙科治疗、应用抗生素等，必要时还要进
行鼻窦手术。

真菌性鼻窦炎。有侵袭性和非侵袭性
两种，侵袭性鼻窦炎较凶险，在抗真菌治疗
的同时，要尽早手术开放鼻窦引流。非侵
袭性鼻窦炎包括真菌球和变应性真菌鼻窦
炎，真菌球一般需要通过手术清除真菌球
类物获得治愈，变应性真菌性鼻窦炎多合
并下气道真菌致敏情况，发现后也应尽早
手术清除病变、畅通鼻窦引流。

冬季，干燥气候和室内供暖的双重夹击会
导致鼻腔黏膜干燥、出血等症状，加湿器能提高
空气湿润度，帮助保护呼吸道，成了不少人的

“续命”法宝。很多人不光在里面加水，年轻人
还喜欢添加香薰精油，认为不但空气湿润了，还
有淡淡的香气，更有安神助眠等效果；中老年人
则加入板蓝根和醋，认为通过雾化作用，能起到
预防感冒和消毒杀菌的作用。其实，以上这些
添加的做法并不科学，还可能引发呼吸系统疾
病。

真正用于雾化治疗、能作用于肺部的物质，
必须具有一定的水溶性、脂溶性，还有适当的微
粒直径，才能与肺泡上皮细胞相结合，从而被毛
细血管吸收，最终起效。精油、板蓝根、醋中如
果有什么物质能通过加湿器释放到空气中，对
于肺来说也是一种异物。此外，有些人本身就
对香料、粉尘等过敏，比如哮喘患者，突然进入
一个含有大量香氛的环境，会受到刺激，诱发哮
喘急性发作，反复如此就会出现肺气肿，造成呼
吸道、肺部等器官损伤，甚至导致过敏性肺炎。

很多人为了省事，就往加湿器里直接加自
来水。但是，其中的氯分子和微生物可能随水
雾吹入空气中，造成污染。如果自来水硬度较
高，加湿器喷出的水雾中含有钙镁离子，会污染
室内空气，长期吸入也伤肺。加湿器里应加入
纯净水，或者把自来水烧开，等冷却后再加入。

不论是使用加湿器或制氧机，都不会真正
生成所谓“新鲜、有效”的氧气，最有效的办法是
每隔一段时间通风换气。同理，房间空气不流
动，加湿器长期使用，会滋生细菌和霉菌，导致
呼吸道疾病。使用加湿器应保证每天通风半小
时至 1 小时；根据室内空气干燥程度调整雾化
量，否则湿度太大，容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室
内湿度最好控制在 30%~50%；每 3~5 天就对加
湿器进行一次清洗和消
毒，防止里面的细菌随着
水雾扩散到空气中。

随着饮食、情绪、生活习
惯等逐渐改变，以及遗传因素
的影响，现代人动脉粥样硬化
性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
塞 、脑 出 血 等 ，越 来 越 普 遍
了。

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
国国民的首个死亡原因

年轻时，血管弹性很好；
随着年龄的增加，血管会逐渐
老化，容易出现血栓、斑块，堵
塞血管；如果斑块破裂，血栓
脱落，就可能会危及生命。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个
漫长曲折的过程至少需要大
概 30~40 年左右。

然而，如果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疾病
控制不佳，以及吸烟、爱吃“垃
圾食品”、熬夜、不爱运动等不良生活习
惯，会加速缩短这个过程，引发血管病变。

这5种生活方式，最伤血管
1. 大油大肉，血管容易堵
人摄入过多营养，多余的脂质和养分

等难以排出体外，聚集在血管里。一方面
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堵塞血管，另一方面
还会增加血液黏稠度引发血栓。

2. 吸烟伤血管，十年难恢复
即使吸烟不多，10 年后就会出现明显

的动脉粥样硬化。即使戒烟后，要过 10
年才能完全修复血管内皮的损伤。

3. 偏爱重口味，血管壁变皱
正常的血管就像装了清水的玻璃杯，

是很清亮的。但当人吃了过甜过咸的食
物后，血管壁细胞会变得皱皱巴巴的。不
光滑的血管壁更容易发展成高血压、心脑
血管疾病。

4. 经常熬夜，激素伤血管
熬夜时，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不断

分泌肾上腺素等激素，会造成血管收缩异
常。长期缺乏睡眠，人就会感觉紧张、焦
虑，容易诱发或加重高血压。

5. 不爱运动，血管囤垃圾
如果缺乏运动，血液中的废物排不出

去，多余的脂肪、胆固醇、糖分等就会囤积
在血液里，使血液变得浓稠“肮脏”，形成
粥样硬化斑块等“不定时炸弹”。运动是

血液的“清洁工”，有净化血
液的作用。

保养血管记住5招
再高超的养颜术，也只

能一时治表。还不如投入到
保养血管中，让自己由里及
表散发青春光彩。专家分享
了保养血管的 5 招。

1. 严格控制好血压、血
脂、血糖

“三高”不可怕，三高给
血管带来的长期伤害才是可
怕 的 来 源 ，是 健 康 的 威 胁 。
专家建议定时监测，控好数
值。

2. 低盐、低脂饮食，水果
蔬菜要足量

炒菜时少放点盐，每天
都要吃足量的水果和蔬菜，

才能饮食均衡，补充足够的营养素，帮助
血管维持健康状态。

3. 戒烟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一定要戒烟。
4. 生命在于运动
每周保持有氧运动总时间 2~3 小时，

每次运动最好达到 30~40 分钟以上。
5. 定期体检
尤其 35 岁后，建议每年到正规医疗机

构做体检，抽血检查血脂、肝肾功能等指
标，以及颈部血管超声，及时发现血管可
能出现的危害因素
及 不 良 情 况 ，争 取
早发现、早治疗。

桑拿起源于芬兰，又称芬兰浴，具有增强
血管弹性、预防血管硬化的功效，还能减肥。
近日，芬兰国家卫生与福利研究所研究小组发
表在《预防医学报告》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蒸
桑拿有预防老年痴呆症的作用。

研究小组以芬兰流动诊所随访调查中无
老年痴呆症的13994位30~69岁男女居民为对
象，通过调查问卷方式，进行为期39年的追踪，
收集了蒸桑拿情况，对桑拿等温热环境（桑拿
的使用频率、逗留时间、温度等）与之后老年痴
呆症发病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
果表明，与每月使用不到4次或未蒸桑拿的人
相比，每月蒸9~12次的人老痴发病风险在最初
追踪的20年间降低53%，39年间降低19%。说
明蒸桑拿对老痴的发病具有抑制作用。

需要提醒的是，蒸桑拿因人因时而异，既
往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人，以及饱餐、饥饿或过
度劳累时均不宜。年老体弱者更要注意温度

和时间的把握，以防发
生虚脱和晕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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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中虚寒、饭后欲干呕者，可服
用吴茱萸汤来温中补虚、降逆止呕，
以缓解症状。此方出自张仲景的

《伤寒论》，原方用吴茱萸9克、人参9
克、生姜 18 克、大枣 4 枚，但服用后
患者可能感觉胸中难受、头痛加剧
或眩晕，半小时左右反应即消失。
考虑到服药安全性和适应性，依据
国家药典和个人经验，建议对此方
药物剂量适当调整，可减少或消除
这些不适。具体为：取制吴茱萸 3
克、人参6克、生姜18克、大枣4枚，
用水1升，煎至400毫升，去渣，温服
100毫升。

吴茱萸味辛性温，《神农本草
经》谓其：“温中下气，止痛，咳逆寒
热，除湿血痹”，是温中祛寒降逆的
要药。佐以生姜逐寒饮而止呕逆，
配伍人参、大枣补胃气之虚，共同发
挥温中补虚、降逆止呕的功效。按
照《伤寒论》中的论述，吴茱萸汤可
应用于以下三种情况：阳明寒呕，表
现为胃中虚寒、食谷欲呕、胸膈满
闷，或胃脘痛、吞酸嘈杂；厥阴头痛，
伴有干呕、吐涎沫；少阴吐利，表现
为呕吐下利、手足逆冷、烦躁。因
此，对于慢性胃炎、妊娠呕吐、神经
性呕吐、神经性头痛、耳源性眩晕等
中医辨症属于肝胃虚寒者，均可酌
情使用此方。

需注意，吴茱萸汤属于辛苦甘
温之剂，热性呕吐、胃腹痛者不宜使
用；高血压、心肾功能不全、精神病

患者也不宜
使用。

胃寒呕吐煎吴茱萸胃寒呕吐煎吴茱萸
谭维勇谭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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