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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医疗检查中的 CT、造影等都是核辐射的一种

当心我们身边的“核辐射”
【

日本大地震引发核辐射危机，其实在我们身边也存在着大量辐射，比如拍一次 CT 等于拍 700 多
次胸片，
其辐射量也不可小觑。医学专家提醒：
应防止过度医疗检查对身体造成的不良影响。

核辐射对人的伤害大
核泄漏一般情况下对人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核辐射，放射性物质可通过呼吸吸入，
皮肤伤口及消化道吸收进入体内，引起内

】

然辐射。也就是说，进行十次 X 光检查就

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来说，不但起不到

相当于在日本福岛核电站周围接受一小时

作用，浪费医疗经费，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带

的核辐射。

来癌症风险。

（注：
毫希（mSv）为辐射单位，
是用来衡

这是因为 CT 是利用 X 射线能穿透人

温馨提醒

应对核辐射危害：

及时服用稳定性碘
注意屏蔽。可利用附近的铅板、
钢板或墙壁挡住或降低照射强度。

量辐射对生物体组织伤害的国际标准单位。
）

体组织的原理进行检查的，而 X 射线也是

谨防医疗检查中的辐射伤害

核辐射的一种，因此 X 射线对人体组织是

关闭门窗和通风系统，留在室内密闭

在生活中，很多人觉得 CT、造影等检

有损伤的，照射 X 光有可能诱发癌症等疾

的空间中。

头昏、失眠、皮肤发红、溃疡、出血、脱发、白

查是无害的，可以随便做。事实上，这些检

病，射线照得越多，致癌的危险性越大。根

血病、
呕吐、
腹泻等。有时还会增加癌症、
畸

查都是有创性的，还可能给病人带来永久

据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的研究结果估算，

污染严重的地区，应用毛巾等捂住口

变、遗传性病变发生率，影响几代人的健

性伤害。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介

以一个 1000 万左右人口的城市为例，每年

鼻。外出可戴上口罩、帽子、眼睛、手

康。一般来讲，身体接受的辐射能量越多，

入放射科主管技师王磊提醒人们，在选择

大约会有 350 人可能因照射 X 线诱发癌

套、靴子、雨衣等，减少放射性物质的

其放射病症状越严重，
致癌、
致畸风险越大。

检查方法时一定不要贪大求全，用 X 线可

症、白血病或其他遗传性疾病。

污染。

日本核辐射的危害有多大

以检查的疾病，就不需要做 CT 检查，只有

虽然目前关于 CT 是否致癌、致癌的剂

当 X 线检查无法确诊时，才考虑用 CT 做针

量是多大，仍然缺乏科研数据，但各医院应

对性检查，以免加大 X 线的辐射剂量。

当通过更新设备降低 CT 辐射剂量，严格控

辐射，外辐射可穿透一定距离被机体吸收，
使人员受到外照射伤害。
内外照射形成放射病的症状有：疲劳、

目前，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监测到的
数据是每小时 1.015mSv。这约相当于①核

避免外出。及时进入建筑物内，

遮挡五官。当进入被放射性物质

立即淋浴。可能受到放射性污染
的人应立即洗澡，清除污染。
服用稳定性碘。核电站平时会给

制 CT 使用的适应症来达到最优化的原则：

附近居民发放应急物品，如碘制剂，一

脉 CT 检查，放射线量相当于拍了 700 多次

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小的辐射量来获得有价

旦发生泄漏，应在医生指导下及时服

X 线胸片，这对一些并不需要做 CT 检查的

值的医学影像。

用。

电站工作人员一年接受的行业辐射；②十

有统计数据指出，做一次心脏冠状动

次 X 光检查接受的辐射；③乘飞机 239 小
时接受的辐射；④每个人半年内接受的天

健康成长
碘元素是人体不可缺少的

孩子咳嗽发热

营养物质,碘缺乏时机体会出现

别把肺炎当感冒

肿、甲状腺功能减退、脑发育滞

一系列障碍,主要表现为甲状腺

春 寒 料 峭 ，正 是 小 儿 肺 炎 的 多 发 季

后和智力下降等。近日蜀山区

节。小朋友邹路最近咳嗽但却不发烧，妈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辖区 5 所

妈以为孩子感冒了，就在家给他吃了几天

小学对 8～10 岁学生进行甲状

的感冒药，但一直不见好转，带其到儿科

腺触诊检查和尿碘检测。此次

医院就诊。医生确诊为支原体感染引发

检测对了解小学生尿碘情况，为

的肺炎。

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起到重要意义。

据介绍，支原体感染见于各年龄组，儿

鲁胜利 记者 王松青文/图

童支原体感染主要引发肺炎，除肺炎外，还
有可能引发心肌炎、脑炎、肝炎等疾病。支
原体感染前期症状与感冒相似，很容易被
忽略，而普通的感冒药通常对这种疾病治
疗无效。刁主任提醒家长，如果孩子感冒
长时间不见好转，家长一定要及时带其到
医院诊断，以免延误病情。

金色夕阳

钙锌最好分开补

白天吃瘦肉
晚上喝牛奶

掉头发，
金鱼眼，
体重暴增，烦躁易怒 肾虚的警报已拉响

女人肾虚家常菜能改善
随着年龄增长与生活节奏加

头发掉得多：中医认为，掉发与肾

快，女性朋友常会感觉自身的毛病

虚、肾气不足有关。如果你渐渐出现掉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面对各种

越来越多，不仅会出现精神疲惫还

发，头发干枯稀疏，失去光泽。那么就要

各样的肾虚症状，你不如选择美味佳肴

会陆续出现反应迟钝、腰酸腿软、皮

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与肾功能减

来改善：

肤颜色枯槁、下眼睑颜色黯淡、耳廓

退有关了。

其他的肾虚症状。

芹菜蛋羹

颜色焦枯、骨骼脆弱等症状。特别

金鱼眼：眼袋挂在眼睛下面，不管补

是职业女性，工作压力大，生活没规

多少睡眠都补不回来？那可能不是眼

律，大多有不同程度的肾虚。当肾

袋，而是下眼睑浮肿。眼睛浮肿也是肾

虚的警报拉响，你注意到了吗？

虚的信号，那说明你的肾脏不能够借助

用水煎煮片刻，加入少许面粉和浓肉汤，

充钙和锌。但是，由于钙和锌的吸收原理

尿液的生成及时排出身体内的毒素，所

再加入鸡蛋同煮后热饮即可。

很相似，补充时两者容易竞争，使二者的吸

以才会造成水肿。

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容易出
现骨折、骨质疏松等病症，因此需要合理补

原料：鸡蛋 2 个，芹菜 200 克，面粉、
浓肉汤适量。
做法：将芹菜洗净，切段，放入锅中

蜂蜜干果丁

收受到制约。同时，钙在体内的含量远远

暴躁易怒：忽冷忽热、暴躁易怒、盗

大于锌，也比锌活泼，补充钙会影响锌的吸

汗、月经周期拖后等等，这些更年期症状

收，
因此，
这两种元素最好分开补。

居然出现在 30 多岁女性的身上，这时候

做法：
核桃仁捣碎，
与无花果、
杏干、
葡

补 充 钙 和 锌 的 顺 序 最 好 是“ 先 锌 后

你应该去医院检验一下是否是肾有问题

萄干混合，
加上蜂蜜调和，
每日饮用一勺。

钙”，比如说，白天多食用瘦肉、牡蛎等食物

了。女性衰老的原因本来就是因为肾气

补锌，晚上多吃豆制品、喝牛奶补钙，会更

不足。

利于钙和锌的吸收和利用。而且牛奶还有

体重暴增：控制饮食的你突然在一

助于睡眠，晚上喝杯牛奶是最合适的补钙

段时期体重暴增。即使是运动、节食也

方式。

无济于事。那么你就要关注是否出现了

原料：核桃仁 50 克，无花果 50 克，杏
干 50 克，
葡萄干 50 克，蜂蜜少许。

韭菜粥
原料：韭菜 200 克，大米 50 克，盐少
许。
做法：将韭菜切成细末，倒入煮开的
大米锅内，加盐调味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