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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8

一听说“复方板蓝根

能有效抵抗新冠病毒”，你

有没有跟风囤货？先别急

着干了这杯“板蓝根”，官

方辟谣来啦，上述说法属

于“断章取义”，胡乱服用

还可能导致副作用。十月

科学流言榜发布，打包曝

光近期热门的健康流言，

帮您认清这些健康伪知识

的真面目。

“每月‘科学’流言榜”

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北京市网信办、首都互联

网协会指导，北京科技记

者编辑协会、北京地区网

站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发

布。

流言：结节不立即切

除日后会癌变

真相：结节，通俗来

讲是指体积相对较小的

无感觉或有疼痛感的肿

块。颈部、腋下、乳腺，以

及身体各处的皮下，都有

可能看到、摸到结节。但

也有一些结节长在“隐秘

的角落”，不容易被发现，

如长在肺部、肝脏、肾脏、

心脏等脏器上的结节，需

要借助影像学检查才能发

现。

对于结节不必过度

紧张，90%以上的结节都

是良性的。良性结节一般

不需要处理，而且有的结

节终生都是良性的，比如

瘢痕性结节（一种人体受

到创伤后修复过程中形

成的结节，伴随一生也不

会有变化）。不过，一旦查

出是结节，就需要随时观

察，并到医院就诊，以便

判定结节的良、恶性以及

分级。

像乳腺结节这样能

摸到的结节，可以自行感

知结节的大小和硬度等

变化，长在四肢和体表等

部 位 的 结 节 ，要 随 时 观

察、触摸。而肺结节则需

要专业检查。如果分不清

是不是结节，建议去医院

就诊。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

万不可“无差别切除”结

节，因为切除结节也会对

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切

除结节后，对患处的局部

组织会造成一定的破坏。

比如乳腺结节，切除后可

能会造成乳腺导管的破

坏；切除肺结节，可能要

切除部分肺叶，从而影响

肺部功能。总之，要不要切

除、何时切除结节，需要医

生根据情况进行判定。

流言：复方板蓝根能

有效抵抗新冠病毒

真相：10 月 13 日，钟

南山院士团队在某研讨会

上提到，研究团队在抗新

型冠状病毒的体外药效筛

选中，发现复方板蓝根颗

粒、口炎清颗粒等显示出

不同程度的体外抑制药

效。

经相关媒体报道后，

板蓝根迅速蹿红，药房、电

商平台纷纷断货。18 日晚

间，相关医药公司发布澄

清说明公告，指有关媒体

报道所涉及的相关结论只

是针对复方板蓝根颗粒开

展的抗新型冠状病毒体外

筛选的实验结果，后续还

需对该产品开展进一步相

关工作，尚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钟南山院士本人也作

出了回应：“复方板蓝根，

而非板蓝根在实验室有抗

新冠病毒作用，这离体内

有效还很远……有人断章

取义，将我这句话扩大，甚

至说是板蓝根，这是一种

歪曲，有关部门已出来澄

清。”一种药物在应用于临

床治疗前，必须要经历三

个阶段：体外试验、动物试

验和临床试验。实验室在

体外细胞上做出来的结

果，距离临床有效之间还

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比如

75%的酒精可以杀灭病毒，

却只能用于体外消毒，不

能内服。之前被抢购一空

的双黄连，也仅是体外有

效，至今还没有临床治疗

有效的证据。

即使药物已经上市，

并且体外试验证明其对病

毒有抑制作用，也不能省

去临床试验。哪怕只是增

加一个新的适应证，也需

要通过一定样本量的临床

试验，证明其安全性和有

效性后才能正式用到患者

身上。

在三期临床试验做完

之前，没人能说复方板蓝

根到底有没有效果。大家

没必要跟风购买，更不建

议服用药物作为预防疾病

的方法，胡乱服用还可能

导致副作用。

流言：九人吃“酸汤

子”死亡系黄曲霉中毒

真相：“酸汤子”中毒

是由椰酵假单胞菌污染产

生高浓度米酵菌酸引起

的，并非黄曲霉毒素超标。

黄曲霉毒素是一种“黄曲

霉”霉菌产生的毒素，它是

人类已知的最强的致癌物

之一。但在此次事件中，即

使食材中的黄曲霉毒素超

标，也难以达到致死的剂

量。黄曲霉毒素有苦味，达

到导致急性中毒的致死量

很难不被人察觉。黄曲霉

毒素导致死亡的案例非常

罕见，死亡率也不会这么

高。

由米酵菌酸引起的中

毒并不少见。它的中毒潜

伏期最长为3天，多数是半

天至一天。患者初期仅有

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全

身无力等轻度症状，随后

可出现黄疸、肝肿大、皮下

出血、呕血、血尿、少尿、意

识不清、烦躁不安、惊厥、

抽搐、休克昏迷等症状。目

前，对米酵菌酸尚无特效

解毒药物，患者一般不发

烧，重症者病死率很高。容

易被污染而导致米酵菌酸

中毒的食品主要有三类：

谷类发酵制品（发酵玉米

面、糯玉米汤圆粉、玉米淀

粉、发酵糯小米、吊浆粑、

糍粑、醋凉粉等）；薯类制

品（马铃薯粉条、甘薯面、

山芋淀粉等）；变质木耳、

银耳等。

有效预防米酵菌酸中

毒，首先要掌握正确制作

方法。不要用霉变的玉米

等原料制备发酵米面制

品；谷类浸泡时要勤换水，

保持卫生、无异味；磨浆后

要及时晾晒或烘干成粉；

贮藏环境要通风防潮，不

要直接接触土壤，防止污

染。其次，禁止出售、食用

鲜银耳。保证培植银耳的

菌种质量，采摘的鲜银耳

要及时晒干或充分紫外照

射。第三，正确辨别银耳的

质量。干银耳经水泡发后，

朵形完整、较大，菌片呈白

色或微黄，弹性好，无异

味。变质银耳不成形、发

黏、无弹性，菌片呈深黄至

黄褐色，有异臭味。发好的

银耳要充分漂洗，摘除银

耳的基底部。

流言：得了类风湿性

关节炎就绝对不能运动

真相：类风湿性关节

炎是一种以对称性、多关

节炎为主要表现的慢性、

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的

关节会受损甚至畸形，活

动时肿胀、疼痛。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

者急性期发病时，关节明

显肿痛，伴有关节周围组

织轻度水肿，局部温度增

高，并伴有压痛。这时，患

者关节活动受限或完全

不能活动。在急性期，患

者 应 卧 床 休 息 ，按 时 服

药，限制肿胀及疼痛的关

节活动，同时避免负重、

过度活动以及寒冷刺激。

休息时应避免肿胀及疼

痛的关节受压，以免加重

关节的肿痛。

当药物缓解症状、急

性期过后，患者应进行功

能恢复性训练，主要包括

关节和肌肉的训练。类风

湿性关节炎患者可以进行

手指关节的训练，主要包

括手指的伸直和屈曲动

作。训练时，从远端指间关

节开始，到近端指间关节，

再到掌指关节。伸直和屈

曲时尽量充分，可单指进

行，也可多个手指一起进

行。活动时注意不可过度

活动，不可突然用力，防止

对关节造成损伤。除了关

节训练，患者还可以进行

一些有氧运动。有氧运动

不仅能使肌肉得到舒张，

令关节周围组织痉挛解

除，还有利于血液循环，促

进炎症消散。

适当的活动对类风湿

性关节炎患者缓解期的功

能恢复有很大的促进作

用，还可以提高患者的自

理能力，帮助患者树立信

心。康复训练需要长期坚

持，因此需要患者家属的

配合及监督。只有早期坚

持进行功能锻炼，才能减

轻疾病对关节的损伤程

度，提高生活质量。

（据《北京青年报》）

目前鼻炎发病率日益

增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

质量，且难以根治，给患者

造成了很大困扰。现正值

立冬时节，随着气温的降

低，不少鼻炎患者鼻塞、流

涕、喷嚏、鼻痒的症状“不

期而至”，桌上纸巾堆成

山，鼻子“红红火火”，严重

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令

人苦不堪言。

鼻炎在临床上分为急

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种。

急性鼻炎，即常说的“感

冒”，四季均可发病，但秋

冬季更为多见；此外，秋季

以后慢性鼻炎患者症状会

加重。为什么秋冬季鼻炎

就容易发作呢？主要是因

为秋季空气干燥，温度日

渐降低，阻碍了鼻腔黏膜

的血液循环。

首先，血管痉挛性收

缩且长期处于扩张状态，

致使鼻腔黏膜更加肿胀，

腺体分泌增加，原有的生

理功能受到损伤，出现鼻

塞、流涕，甚至嗅觉下降。

其次，冷空气对于鼻腔也

是一种物理刺激，会诱发

打喷嚏等症状。另外，鼻病

毒、腺病毒等在寒冷时节

易流行，这两种病毒是鼻

炎的主要致病病毒。秋冬

季，患者免疫力低下，更易

受这两种病毒的感染，导

致急性鼻炎或慢性鼻炎的

反复急性发作。

那面对如此难缠的鼻

炎，患者朋友们应该如何

应对呢？这里有几个小妙

招：

保温保湿：晨起出门

时关注天气变化，遇冷及

时增添衣物，做好相应的

防寒保暖工作。每天开窗

通风，更新室内空气，必要

时可放置加湿器。

加强锻炼：我们需要

保持良好的睡眠，注意劳

逸结合，避免过度操劳，经

常锻炼身体，视情况减少

室外活动，改在室内进行，

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

鼻腔清洗：最安全便

捷的方式是从医院或药店

购 买 鼻 腔 清 洗 器 。一 方

面，可物理性冲洗、清除

鼻腔内的大量过敏原、细

菌、病毒，恢复鼻腔纤毛

运动；另一方面，海水或

生理盐水有一定的杀菌

作用，可抑制细菌、病毒

的繁殖。鼻腔清洗可以使

鼻腔通畅，坚持使用可以

加快鼻纤毛恢复功能，从

而提高鼻腔自身的净化、

排毒功能，维持鼻腔正常

生理功能，也能有效防止

鼻炎复发。

如果鼻炎长期发作不

缓解，很容易就会引发鼻

窦炎、急性中耳炎等，因此

在鼻炎发作的时候一定要

重视，不能随意用药，以免

造成药物性鼻炎等。症状

较严重的患者，需及时到

医院就诊，让医生根据病

情合理使用药物进行治

疗。 （据《北京晚报》）

调节血压试试葡萄干泡水

食材：150 克葡萄干。做法：1. 将葡萄干洗净。2. 锅中

倒入适量清水，放入葡萄干，大火烧开，改中小火煮20分

钟，将煮过的葡萄干与汤汁放在容器中静置一晚。3.第二

天，将葡萄干从水中捞出，去除水中的葡萄干后即可饮

用。

功效：调节血压、补益气血。 （据《银川晚报》）

揭开健康伪知识的真面目

气不爽 试试这几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