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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
晚上或午间睡觉时，突然被惊醒，大
脑很清楚，但是想挪动一下身体时
却感觉有千斤的重物压在身上，让
人喘不过气来，全身也动弹不得。
这时候你想使劲呼喊，却怎么也张
不开嘴。有时还出现幻觉，有一种
身临其境的恐惧感……这就是传说
中的“鬼压床”。

问：我昨晚睡觉时突然醒了，看

到卧室的门开着，一个黑影走进来，而

且，正慢慢朝着我的床头靠近。我想

喊，但怎么也喊不出来，眼睛想睁却睁

不开，人想动也动不了，挣扎了好久终

于醒过来，醒来时觉得胸好闷。啊，真

得太恐怖了！有朋友跟我说这是“鬼

压床”，中邪了，要去寺庙烧香拜佛驱

驱邪。这真的是见鬼了吗？

答：睡醒，手脚不能动，无法说
话，出现幻觉，然后逐渐恢复如常。

没错，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鬼压
床”，它的医学大名叫睡眠瘫痪症。
经历过的人常常会感到害怕，有的
人在白天睡觉时也会出现，有的人
甚至说可以看到可怕的影子或者听
到奇怪的声音。

睡眠瘫痪症常发生在睡眠周期
中的“快速动眼期”，快速动眼期正
是我们进入熟睡开始做梦的睡眠周
期。在快速动眼期中，我们的骨骼
肌除了呼吸肌及眼肌外，其他都处
于极低张力的状态。这是一种自我
保护作用，可以避免我们随着梦境
做出动作，而伤害到自己或是枕边
人。当我们恰好在做梦的快速动眼
期醒来时，因为肢体的肌肉仍停留
在低张力状态，相当于“脑醒肌肉未
醒”，会出现睡眠瘫痪症，也就是鬼
压床，会出现“我看到了，我听到了，
我想跑，我想喊，但我很无助，一点

都动弹不了”的情形。
问：哪些情况容易发生鬼压

床？需要治疗吗？

答：据美国研究报告，有40%至
50%的人都经历过“鬼压床”，所以
遭遇“鬼压床”，不必过于担惊受
怕。有以下情况如压力过大、太过
焦虑、紧张、极度疲劳、失眠、睡眠不
足等，都容易导致“鬼压床”。绝大
多数孤立的睡眠瘫痪，都不需要治
疗，每次发作，过几分钟就会好，保
持冷静等待就行。对于伴有某些基
础疾病的，频繁发生睡眠瘫痪的，建
议看医生进一步评估睡眠问题。

问：鬼压床太恐怖了，发作时有

什么方法醒过来呢？

答：如发生鬼压床，我们可以采
用以下方法让自己清醒。1.放轻
松。当你感觉到鬼压床时，先放轻
松，均匀呼吸，并告诉自己“这是鬼

压床，没事。”这样有可能直接醒
来。2.转动眼球。快速转动你的眼
球，让眼球做圆周运动，让眼球上下
左右地运动。3.动动手指、脚趾。
大多数睡眠瘫痪是影响腹部、胸部、
咽喉，所以如果你把注意力集中在
手指或脚趾，并尝试移动它，很可能
会醒过来。

问：如何预防鬼压床呢？

答：为避免鬼压床发生，我们应
该做到以下几点。1.规律作息。养
成规律的睡眠习惯，保持健康饮食，
避免熬夜，保持睡眠充足。2.释放
压力，保持良好心态。3.尽量侧
卧。仰卧时手压在胸口、趴着睡、蒙
头大睡等都是不正确的睡眠姿势。
4.适量运动。适量运动有助于睡
眠，但不要在睡前剧烈运动。5.避
免高枕而卧。从生理角度上讲，枕
头高度以8至12厘米为宜。

“鬼压床”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鬼
□市一医院神经内科 倪桂莲

“魄门”即肛门，“魄门亦为五
脏使”，出自《黄帝内经》之《素问·
五脏别论》：“魄门亦为五脏使，水
谷不得久藏”，这句话概括了魄门
（肛门）及脏腑之间的关系。魄门
（肛门）的启闭有赖于五脏之气的
调节，“魄门亦为五脏使”，概括来
说，即肛门的启闭有赖于心神的主
宰、肝气的调达、脾气的升提、肺气
的宣降和肾气的固涩。那么今天
我们就来浅谈一下，肛门的启闭与
五脏之间的关系。

一、心。
“ 心 者 ，君 主 之 官 ，神 明 出

焉”，心主神明，心神正常，则肛门
的启闭有序，排便有时有节。心
神不明，如中医内科所讲的中风，
风火痰热内闭心窍，心神失养，则
患者出现突然昏厥、不省人事、肢
体强痉、大便闭塞不通等闭证表
现。如果正不胜邪，元气衰微，则
出现突然昏仆，肢体软瘫，大小便

自遗等脱证的表现。
另外，如果肛门功能异常，也会

反作用于心，例如久泻不止，耗伤心
神，则有可能出现神疲乏力、心悸
等。又例如长时间便秘，腑气不通，
则容易出现心神不安、烦躁失眠等
症状。

有一部分人群，在情绪紧张、压
力大的情况下，会出现便秘或腹泻，
也可以用本理论来解释。

二、肺。
肺为华盖，主气，司呼吸，主宣

发肃降，尚可通调水道，并通过经络
与大肠相表里，大肠的传导气化与
肛门的启闭排便，依赖于肺气的推
动及宣降作用。肺气充足，宣降协
调，气机通畅，则大便通畅。另外，
肺为水之上源，阴液下注于大肠，则
大便不干结。

在病理状态下，肺气亏虚，肃降
无力，大肠传导缓慢，导致便秘；肺
通调水道的功能失常，津液不能下

注大肠，也会导致便秘。同样的，肛
门的功能异常，也会反作用于肺，如
大肠积滞，腑气不通，浊气上攻于
肺，则可以导致咳喘。

临床上有很多老年人便秘，表
现为大便不一定干结，但是蹲厕却
十分费力，汗出、气短，则有可能是
肺气亏虚所致。

三、脾。
脾胃为后天之本，脾主升清，胃

主降浊，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
能将饮食水谷化为水谷精微，并将
精微布散全身，并使小肠将食物残
渣下输于大肠，大肠传化糟粕从肛
门排出。大肠的传导功能有赖于气
血的充养及津液的滋润。因此，肛
门的启闭功能依赖与脾气的升提与
胃气的通降。脾胃功能正常，则大
肠传导、肛门启闭正常。

四、肝。
肝主疏泄，能调畅气机，促进气

机的升降出入，调节大肠的传导与

肛门的开启。肝气调达，则气机调
畅，大肠传导、肛门的启闭正常。

若肝失疏泄，横逆乘脾，影响大
肠的传导，导致大便溏泄；若肝气郁
结，气滞不畅，大肠传导无力，则致
大便秘结。故此李梴在《医学入门》
中指出：“肝与大肠相通，肝病宜疏
通大肠，大肠病宜平肝。”

五、肾。
肾开窍于二阴，主司二便。后

阴即魄门（肛门），与肾气的关系非
常密切。肾中元阳对机体各脏腑组
织起着推动、温煦作用，大肠的传导
功能依赖于肾阳的温煦、气化及肾
阴的滋润、濡养，肛门的开启还有赖
于肾气固摄作用。

病理情况下，如果肾阳亏虚或
肾气不足，则固摄无力，易出现泄
泻便溏；如果脾阳虚衰，肾阳不
足，则水谷混杂而下而成泄泻，且
多在黎明之前，所以叫做“五更
泻”或“鸡鸣泻”。

肛门的启闭与五脏之间的关系
□市中医院肛肠科 王勇杰

今年5月12日是第108个国际护士节。为弘扬中医药文化，展示

中医护理工作者的智慧风采与创新意识，5月10日，市中医院医共体

组织开展了“中医养生护健康·天使之爱伴您行”活动，各中医护理小

组、医共体成员单位、医教部门共同组织医护人员进社区、入村居，为

百姓送去中医护理适宜技术、中医保健养生知识讲座、养生保健操推

广教学等，有效提高了群众中医养生保健意识。

在中医院回浦路院区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们自制了鹅卵石足底

养生按摩垫、中医养生锤、润燥止痒皂、桑葚膏棒棒糖等10余种中医

护理保健用品，而为方便群众学习、使用，每一款用品都配备了专人

解说与演示。与此同时，八段锦、手指操、拔火罐、刮痧、测量血压血

糖、心肺复苏指导等健康服务项目同步开展，来往市民跃跃欲试，现

场气氛活跃热烈。 卢呈橙摄

带状疱疹俗称缠身龙、腰带
等，是皮肤科较常见的一种疾
病。人们对此病有一定的认知，
但也存在一定的偏见。有人认
为，此病必须要使用“土方子”

“偏方”才能治愈，因此往往有很
多好心人会介绍着去某地找所
谓的“专家”，也有人认为缠身龙
缠身体一周就必死无疑，神仙也
救不了，弄得人心惶惶。笔者在
门诊常常会遇到经“土方子”“偏
方”治疗后，局部出现严重感染
或局部疼痛难忍来就诊的患者，
他们往往对自己曾迷信此类“土
方子”“偏方”而后悔不已。

◆带状疱疹是什么引起的？
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

疹病毒（VZV）引起的，根据血清
学监测，95%人群体内均有VZV
潜伏，当身体抵抗力下降或受到
某种刺激时，如感冒、醉酒等，病
毒就会激发，从而侵犯皮肤和神
经，引起皮肤的疱疹。

◆带状疱疹有哪些临床表
现？

典型的带状疱疹的临床表
现为身体单侧红斑、水疱，呈带
状分布，常伴有疼痛，年龄越大，
往往后期疼痛越明显。一般很
少影响其他脏器，但在特殊部位
的带状疱疹须高度重视，如眼部
带状疱疹可致角膜炎，严重者可
致失明；耳部带状疱疹可致耳
鸣、耳聋甚至面瘫等。

◆带状疱疹有无传染性？
带状疱疹具有一定的传染

性，跟水痘属于同一种病毒，因
此，在发病早期应避免接触小
孩、孕妇等免疫力不强的人，否
则易引起他们发生水痘。

◆带状疱疹如何治疗？
带状疱疹具有自愈性，不治

疗经过2至3周一般也会自愈，
而经临床治疗可缩短病程，减轻
疼痛，防止并发症。早期可给予
抗病毒治疗，提高免疫力，营养
神经，止痛等措施。需要注意的
是，位于眼、耳等部位的带状疱
疹需高度重视，必须到医院接受
正规治疗。

带状疱疹的问与答
□市二医院皮肤科 蒋正强

感冒药中一般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混吃的危
害主要是对乙酰氨基酚剂量叠加后可能对人体产
生的毒副作用，主要导致肝肾功能损害，少见横纹肌
溶解症。但只要不超过说明书剂量的用量，正常人
的肝肾功能都能帮助分解这些毒副作用。

据了解，正规医疗机构、药店出售感冒药，
都会严格按照服药剂量操作，病人按照说明书
服用，一般不会超过剂量。最可能出现的问题
是，有的人不把感冒当病，甚至认为因为感冒去
看病是件丢脸的事。他们根据出现的症状自己
给自己下医嘱，或者听信小广告去药店乱买感
冒药，不认真看说明书，倒是可能出现对乙酰氨
基酚摄入过量的情况。

医生建议，感冒后如果暂时不想去医院看
病，家中也有存药，选择感冒药时一定要遵循

“同一类别的药只用一种”的原则。比如有喷
嚏、浓涕、咳嗽的症状，可选择一种感冒药+一种
止咳化痰类药水，不要吃重复了。如果选择的
几种药都有对乙酰氨基酚，把它们的剂量相加，
不要超过说明书指定的剂量，若超出，要作取
舍。要是不小心吃过量了，接下去几天要观察
有没有少尿、腰酸背痛、眼黄，一旦出现这些症
状，说明你的身体无力化解这次意外，需要寻求
医生的帮助。

医生提醒，服用任何药物前都要看说明书，
看清楚里面药物成分、禁忌症，比如长期饮酒和
肝肾功能不好病人最好酌情减少服药剂量。还
有一些感冒冲剂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是纯
中药制剂，殊不知很多市面上卖的所谓中药冲
剂里掺杂的是西药，比如三九感冒灵。这种药
看起来像板蓝根冲剂一样，都是冲泡喝的，病人
都以为是中成药，其实里面含有西药成分，如果
仔细看说明书，成分里显示有对乙酰氨基酚，每
小袋含有0.2克对乙酰氨基酚，所以不能像板蓝
根一样，预防性用药。

需要提醒的是，不要认为感冒不是病，在
某些情况下，感冒会引起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感冒后要多喝温开水，减少药物损害，多开窗通风，少去人多的

地方，感冒病人应戴口罩，免
得传染给周边人群，引起疾
病的扩散。如果感冒 3 天后
出现高烧不退、全身无力、精
神越来越差的情况，要及时
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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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7年，德国易北河边的米尔
贝格进行了一场决定欧洲命运的大
战，交战中，一方领袖西班牙国王查
理五世被担架抬着上前线指挥作
战。在这场决定欧洲命运的大战中，
查理五世为什么躺着指挥作战呢？
原来，查理五世在生命的最后20年
中饱受痛风困扰，后世医学家在其一
截手指遗骨中检出了痛风结晶。

痛风古称“王者之疾”“帝王病”
“富贵病”，因为此症好发在达官贵
人的身上，如元世祖忽必烈晚年就
因饮酒过量而饱受痛风之苦，使他

无法走路和骑马领兵上阵。
“痛风”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

时期的医学典籍里，因其疼痛来得
快如一阵风，故由此命名。古代又
称“痛痹”，明朝虞抟所著医学正传
云：“夫古之所谓痛痹者，即今之痛
风也。诸方书又谓之白虎历节风，
以其走痛于四肢骨节，如虎咬之状，
而以其名名之耳。”那么，痛风到底
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痛风又称“高尿酸血症””代谢
性关节炎“，是长期嘌呤代谢障碍、
血尿酸增高引致组织损伤的一组疾
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以及饮食结构的改变，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痛风与高尿酸
血症已不再是富人的专利，其发病
率正在直线上升且居高不下。

痛风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最
常见于中青年男性。特别是现在人
们生活、工作节奏快，经常在外就餐
或点外卖，喜食火锅、喜食海鲜、喜
饮啤酒、喜饮料、喜甜食等等，他们
都是痛风发病的主要人群。更不可
忽视的是随着儿童、青少年饮食蛋
白与热量的增加以及体育锻炼的减
少，小胖墩儿和小胖丫头的人数正
在逐年增长，青少年痛风的发病率
也在不断增加。

痛风会引发全身关节，特别是
踝、跟、膝、脘、指、肘关节红肿热痛，
如何防治痛风已经成为医学界的一
个重要研究课题。痛风的危害，不
仅仅在关节，病情严重者甚至会出
现关节破坏、肾功能损害等，且常伴
发高脂血症、高血压病、糖尿病、动

脉硬化及冠心病等。痛风的形成与
不良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是“病从
口入”的典型疾病。

那么，是不是只要能吃能喝早
早晚晚都会得痛风？医学专家的回
答是否定的，痛风病并不是每位成
功人士、每位年轻人必定要患的“病
魔”。如何才能化险为夷，这就需要
我们每个人正确认识和了解痛风，
熟知痛风的预防措施，掌握科学的
调护方法，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
极地去预防或治疗痛风及其并发症
和合并症。

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规
律作息和锻炼，食用新鲜蔬菜是痛
风的保护因素。

食物中，嘌呤含量规律为：谷物
类、水果类＜蔬菜类、菌菇类＜豆
类、坚果类、豆浆＜肉类、贝壳类＜
动物内脏、鱼籽、蟹黄、各类肉汤。

二、防止剧烈运动或突然受
凉。剧烈运动是痛风患者病发的第

三位诱因，而突然受凉是女性痛风
发作的第二位诱因，是男性的第五
位诱因。

三、富含果糖的饮料可增加患
痛风的风险，应减少摄入。

四、大量饮水(每日 2000ml 以
上),饮水过少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
的危险因素。

五、控制体重。更高的BMI可
增加痛风风险，肥胖(OR＝2.91)是
痛风的独立危险因素。

六、增加新鲜蔬菜的摄入，经常
性食用新鲜蔬菜是痛风发病的保护
因素(OR＝0.072)。

七、规律饮食和作息。饮食不
规律、作息不规律、经常疲劳者，痛
风（高尿酸血症）的风险高。

八、限酒。无论饮酒多少、无论
饮何种类型的酒，都有可能增加痛
风发病风险。

九、禁烟。
十、规律运动。

痛风惹人愁，你真的了解它吗？
10个好习惯让你远离病痛困扰

□市一医院风湿免疫科 叶 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