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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交替时期，也是脑卒中的高发
期。在临床上，不少患者和家属因缺少
急救常识，以致错过了最佳抢救期，导
致残疾甚至死亡。

“如果出现一些脑卒中的早期症
状，要果断就医。”专家提醒，典型的早
期症状包括一侧面部或者上下肢体突
然感到麻木、无力、口角歪斜、流口水；
突然说话困难或听不懂别人说话；短暂
性的视力障碍、视力模糊；突然眩晕或
者跌倒；突发对近期的事情遗忘；出现
难以忍受的头痛、恶心、呕吐等。

发生脑卒中后，能否第一时间正确
救治，直接关系患者的存活机会和康复
状况。而在救治过程中，除了学会识别
可疑的早期征兆，在患者突发脑卒中
后，家属更要沉着应对，保持三个“静”：
情绪要冷静；身体要平静，不要随意挪
动患者；环境要安静。

发现家人出现脑卒中，旁边的人应
该这样做：

1.不要急于把患者从地上扶起或
坐起，最好由2~3人同时把患者平托到
床上，头部略抬高并避免震动。解开患
者衣领、皮带。

2.如患者意识障碍或抽搐，需解开
其衣领，取出假牙，以保持呼吸道通畅；
如患者有呕吐，应将头部偏向一侧，避
免呕吐物误吸入气管。

3.记录发病时间。如家中有血压
计，为患者测量血压并记录。如家中有
携式血糖仪可做一个血糖测定。

4.准备好患者的社保卡及病历
本。如患者平时服药，将药物一并打
包，准备带至医院。

5.尽快将患者送至医院，如在发病后
3小时内，建议选择有溶栓能力的医院。

6.切记不要给患者胡乱服药！

（上接AⅡ·08）

防止意外，
多学点急救知识！
脑卒中（中风）
抢救分秒必争，家属要沉着

由于老年人各项身体机能衰退，特
别是肌力减弱，身体协调能力下降等原
因，容易导致跌倒等意外发生。如果老
人跌倒，切不可急于搀扶，否则可能帮
倒忙。

因脑出血或蛛网膜下腔出血而跌
倒的老年人，如果立即将其扶起，会加
重其出血症状，使其病情急速恶化。首
先要观察老人的神志，如果其清醒，可
询问摔倒原因，然后给予帮助。对发生
猝死的患者应立即使其平卧在地面上，
迅速实施心肺复苏术，并拨打120电
话。如果出现了骨折，不要急于将其扶
起，可以先将毛毯等物品展开垫在老人
身下，等待医护人员处理。此时，应尽
可能避免搬动患者，更不能抱住患者的
身体进行摇晃。

日常生活中，有不少老人出现误吞
异物等情况。专家称，由于老人反应迟
钝，鱼刺、骨头等异物容易进入食道。
针对这些情况，多是出现了脑血管意
外，应尽早就医。此外，平时老人就餐
身边要有人陪；对于吞咽困难的老人，
越稀的食物反而更容易呛入气管，造成
肺部感染。

误吞异物
提示脑功能下降，及时就医

健康讲堂

□记者 刘静

9月8日，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通告，为保
障公众用药安全，根据《处方
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
（试行）》的规定，经组织论证
和审定，将复方酮康唑发用洗
剂、复方酮康唑软膏、酮康他
索乳膏调出非处方药目录，按
处方药管理，同时对上述3个
品种说明书“不良反应”“禁忌”
和“注意事项”项进行修订。

通告要求，所有复方酮康
唑发用洗剂、复方酮康唑软
膏、酮康他索乳膏生产企业均

应依据有关规定，提出修订说
明书的补充申请，报省级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其中，复方酮康唑发用洗
剂，多用于治疗和预防多种真
菌引起的感染，如头皮糠疹
（头皮屑）、脂溢性皮炎和花斑
癣。此次复方酮康唑发用洗
剂说明书被要求修订“不良反
应”项应包含：1.过敏反应、局
部皮肤烧灼感、瘙痒、刺激以
及头发干燥、变色、脱发。2.可
见红斑、皮肤干燥、毛囊炎、皮
肤萎缩变薄、萎缩纹、毛细血
管扩张、色素沉着以及继发感
染等。3.长期用药可能引起皮

质功能亢进症，表现为多毛、
痤疮、满月脸、骨质疏松等症
状。4.偶可引起变态反应性
皮炎。“禁忌”项应包含：1.对本
品过敏者禁用。2.病毒性感染
如疱疹、水痘等禁用。3.小儿、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禁用。“注
意事项”项应包含：1.避免接触
眼睛和其他黏膜（如口、鼻
等）。2.过敏体质者慎用。3.
用药部位如有烧灼感、红肿等
情况应停药，并将局部药物洗
净，严重者应及时就医。4.本
品含强效皮质类固醇丙酸氯
倍他索，不能长期、大面积应
用。5.如洗后感到头发干燥，

可适当使用护发品。
通告要求，生产企业应当

对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复方
酮康唑软膏、酮康他索乳膏新
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
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使
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
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目前，复方酮康唑发用洗
剂、复方酮康唑软膏、酮康他
索乳膏已被调出非处方药目
录，按处方药管理。国家食药
监总局要求，自通告发布之日
起，药品零售企业应凭处方销
售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复方
酮康唑软膏、酮康他索乳膏。

□宗景

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
夏季是人体出汗多，体力消耗
最大的季节。进入秋季，宜适
当进补，西洋参滋阴益气不上
火，是秋季进补的“清凉参”。

入秋后，人体消化功能下
降，抗病能力减弱，需注意增
强抗病能力。

“处暑”期间，天气由热转
冷，人会有懒洋洋的疲劳感，
被称之为“秋乏”。中医认为
秋主燥，耗气伤阴，气虚导致
四肢无力，神疲懒言，所以容
易感到疲乏。

夏秋更迭之际也是高血
压病、冠心病、心肌梗死、中风

等疾病的高发期。
西洋参，补气养阴，清热

生津，是四季适宜的补气保健
中药，对于以上出现的情况皆
有一定的作用。

研究表明，西洋参人参皂
苷不仅具有提高免疫功能、抗
癌、抗衰老作用。西洋参人参
皂苷还能够提高机体乳酸脱
氢酶活力,肌糖原和肝糖原的
含量。同时,能够降低血乳酸
含量的作用。初步确定人参
皂苷对机体具有抗疲劳作用,
可以作为好的功能性食品得
以应用。

西洋参中的西洋参皂苷
对动脉粥样硬化有防治作用；
具有止血、抗血栓作用；具有
抗心律失常、抗心肌缺血、抗
失血性休克作用。

西洋参能降低食后血糖

水平、控制糖尿病的代谢和生
理，对治疗该病有临床价值。

西洋参的用法比较简单、
多样，泡水、含化、煮粥、炖汤
时均可使用。

【洋参川贝梨】雪梨1个，
西洋参、川贝各3g。将梨削去
带柄部分，去梨核，放入西洋
参、川贝，盖上带柄的梨，用牙
签插定，加水、冰糖适量，放碗
中蒸熟。分二次食用。

本方用雪梨、川贝清热润
燥、化痰，西洋参养阴清火。
用于阴虚肺热，咳嗽痰黏，咽
干口渴。

【西洋参粥】西洋参3克，
麦冬 10 克，淡竹叶 6 克，大米
30 克。将麦冬、淡竹叶水煎，
去渣取汁，加入大米煮粥，待
粥将熟时，加入西洋参共煮。

此粥具有益气养阴、清热

和胃的作用，用于气阴不足之
烦躁、口干、气短乏力等。

【洋参龙眼饮】西洋参片3
克，龙眼肉 30 克，冰糖 5 克。
将三味同放入蒸碗中，加水适
量，上笼蒸 2 个小时，至稀膏
状，起锅备饮。

此饮具有益气养血、滋阴
安神的作用，用于气阴两虚、
心脾不足所致的心悸失眠多
梦，健忘脑衰，面唇淡白等症。

“给自己种颗牙要好几
千！感觉有点贵！又想保
证品质，还是想种进口牙！
这可怎么办？”“进口种植牙
价格啥时候能够便宜些，我
缺牙好几年了，想种牙但总
感觉有点贵！”“种植牙的确
比假牙要好，可就是太贵！
期待种牙价格能便宜些!”

9月 20日是全国爱牙
日，让大家拥有一口好牙，
是拜博口腔的心愿和使
命。金秋九月，拜博联合本

报推出的“全民爱牙月”震撼
来袭！为爱牙人送上真正看
牙巨惠：

1.韩国 Dentis 种植牙，
优惠价3980元（包冠）。

2.德国Camlog种植体，
直降4000元。

3.进口3M牙齿矫正，原
价 12000 元 ，优 惠 价 低 至
6999元。

4.冷光美白，原价 1500
元，优惠价低至860元。

缺牙注意：IDDC帮助您，破解种植牙疑难！
拜博“爱牙月”震撼来袭！德国种植牙直降4000元！大河爱牙专线：0371-6579 5671

核心提示 | 全国爱牙日即将来临！为了助力广大爱牙人士轻松拥有一口健康漂亮的牙齿，拜博口腔联合本报推出“全
民爱牙月”活动，馈赠多项爱牙大礼！大河爱牙专线：0371-6579 5671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
数老人缺牙后不会引起重视，
随着时间推移，牙齿越掉越
多、塞牙卡牙严重，饮食受限，
一些老人才不得不就医。但
这时候老人们的牙槽骨往往
已经严重吸收，“薄如蝉翼”的
牙槽骨非常常见，再加上口腔
状况复杂，缺牙处理的风险、
难度都很高，很难得到满意的
效果。年纪大、缺牙时间久、
缺牙数量又多、口腔状况复杂

的老人，真的无法再大饱口福
了吗？

据悉，高难度缺牙病例往
往伴随较大的风险和难度，而
科学严谨的检查、全面精准的
方案制订、复杂细致的操作准
备、完善详细的术后维护，经
验丰富且专业资质认证的专
家，都是缺一不可的。所以选
对医院和专家，再结合目前舒
适、便捷、人性化的缺牙处理
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陈阿姨今年65岁，20年
前因为重度牙周病牙齿全部
掉光，一直佩戴活动假牙，但
假牙固位不稳，架在牙龈上还
有压痛感，根本没法吃东西。

当陈阿姨想要种牙时，经
过检查，竟然发现由于缺牙时
间过久，她的牙槽骨严重不
足，种牙难度相当大。

听朋友说拜博集团种植

复杂病例诊断中心（IDDC）专
门解决种牙疑难，陈阿姨找到
了拜博疑难种植诊疗中心总
监黎强。黎强为陈阿姨制订
了严谨详细的治疗方案，在舒
适睡眠状态下完成了全口牙
种植牙。其中，针对牙槽骨缺
损特意进行了上颌后牙区穿
颧种植，术后第二天陈阿姨就
能正常吃东西，效果令人惊艳！

缺牙时间长、口腔状况复杂
真的无法处理？只能缺牙？

□记者 刘静

IDDC穿颧种植技术惊人
破解老人20年缺牙苦

爱牙月拜博馈赠福利
多项看牙巨惠送给您

这种洗发剂不能随意买来用了
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复方酮康唑软膏、酮康他索乳膏被调为处方药

西洋参让您远离“多事之秋”

一周用药报告

意外跌倒
家庭环境尽量保持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