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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季节，咳嗽不乏其人，甚至越来越多。其中，有的咳痰，有的干
咳，有的更是反复迁延不愈。咳嗽很痛苦，甚至会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质
量。实际上咳嗽涉及病因众多，
临床诊治咳嗽有时很困难，
也是每个临床医
生经常碰到的难题。但如果分清楚原因对症下药，
效果则立竿见影。

咳嗽迁延不愈，
什么原因？
有这样一种类型的咳嗽，往往在感冒后
出现，而很多朋友误认为该咳嗽只是感冒的
“后遗症”，不用再治了，结果导致迁延不愈。
长久咳嗽后，又会怀疑自己得了更严重的疾
病。如果追问咳嗽病史，则都是在感冒后出
现。目前这类咳嗽逐渐被学界认识，称为“感
冒后咳嗽”，它的主要特征是咳嗽，或干咳，或
有痰，
常常伴有嗓子痒不舒服。

感冒后咳嗽，
为什么呢？
感冒后咳嗽，中医辨证后发现占到多数
的是
“寒包火”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暖气空调进入
千家万户，室内小气候夏天阴凉、冬天温暖，
与外界形成巨大的反差。人们生活在这样
的环境中——冬季外面天寒地冻、室内温暖
如春，在强烈的温差下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往
往不能随之相适应，冬季应寒反暖，阳气外
泄，
“ 冬不藏精”而伤阴使邪热内生，加之现
在都市人饮食肥甘厚味、情志紧张焦虑造成
内热重的较多，体内有热了，内在的阳明就
不平和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自然容易招
引外邪——内火招风，很容易出现感冒、咳
嗽。认识这点很重要，无论是对防还是治都
很重要。

感冒后咳嗽，
能预防吗？
能预防吗？可以。其实道理很简单，不
要让身体有内热，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外感的
发生率。而如果不认识这点就容易帮倒忙适
得其反。
年轻的家长尤其是老人带孩子，常担心
小孩营养不够，长期过度给孩子吃高蛋白、高
热量的食物，如肉食、巧克力、鸡蛋甚至燕窝、
海参等，而部分小朋友尽管主食吃得不多，但
是零食不断，容易造成脾胃疲劳作业从而导
致腐食不充分，最终造成积热或疳积，这也是
孩子们为什么感冒反复发作的主要原因。这
种情况叫“吃”
出来的感冒！

感冒后咳嗽，
怎么治疗？
这类咳嗽该怎么治疗呢？中医学中有本
非常有名的书叫《医学心悟》，用里面介绍的
方法进行加减，可以化裁固定为“感冒咳嗽
方”
。
运用感冒咳嗽方治疗咳嗽取效的关键
是：第一，务必准确识别病征。感冒咳嗽方所
治咳嗽追问病史务必是感冒后出现，且感冒
前多有受凉病史。曾接诊一个患者，咳嗽反
复发作四年余，追问病史：因四年前某次感冒
遗留。抓住这个病史可诊断“感冒后咳嗽”，
用感冒咳嗽方一周痊愈。跟随我的患者朋友
已经掌握了这套理论的精髓，一般用上这个
方子 3-5 服咳嗽能缓解大半，现在很多家庭
都备了感冒咳嗽方在发病之初就及时用上，
一般 1-2 服就能有效控制病情加重，也能很
快痊愈，同样退烧的效果也很明显（需要用
“感冒退热方”
）。

得鼻后滴流”，通过“鼻后滴”中医靶方用药治
疗，她的咳嗽明显缓解，这类患者部分人群重
叠精神症状，可酌加缓解情绪的药，如绿萼
梅、
合欢皮、
四逆散等，
效果会更好。
③还有一类咳嗽常表现为：日间咳嗽，专
注于某一事物及夜间休息时咳嗽消失，常伴

容易误诊的几种咳嗽
当然，临床上咳嗽的类型形形色色、种类
繁多，需要专业医师的辨证治疗精准施策效
果才能好。这里介绍几类比较棘手或者容易
误诊的情况：
①咳嗽、咽痒并伴有反酸、烧心，胸骨后
不适感，多是因为消化系统的胃食管反流病
所致，这类咳嗽称为“胃食管反流性咳嗽”，这
类患者多有反流性食管炎病史，可用左金丸、
失笑散及当归芍药散等加减。曾治疗一病
例，一老年女性主诉咳嗽多年，求治多家医院
呼吸科收效甚微，后来加问一句你有“反酸烧
心吗”？从消化系论治咳嗽咽痒不适就彻底
好了。你的咳嗽是否在饱餐后或平躺时加重
呢？如果是，
或许就属于这类型的咳嗽了。
②还有一种情况临床也不少见：除咳嗽、
咳痰外，并伴有鼻塞、鼻腔分泌物增加、频繁
清嗓、鼻后滴流，这类咳嗽称为“鼻后滴流综
合征”，这类咳嗽可以用小柴胡汤合升降散加
减。曾有一个患者看咳嗽，她特别强调“老觉

随焦虑症状，这类咳嗽叫“心理性咳嗽”。多
是因为严重心理问题或有意清喉引起，除了
辅以心理咨询或精神干预治疗，可用中医调
神志专方治疗比直接治疗咳嗽效果要好，可
用逍遥散或四逆散加减。曾治疗这样一患者
按照止嗽散毫无寸效，后来追问病史：事业奔
波，操劳累心，加之近期情场失意，用完逍遥
散后咳嗽明显好转。

④临床还有一类咳嗽不得不提，很容易
误诊，咳嗽往往是其唯一或主要临床表现，无
明显喘息、气促等症状或体征，这类咳嗽细问
其特征常为：刺激性干咳，咳嗽还比较剧烈，
夜间咳嗽多见，在感冒、冷空气、灰尘、油烟等
容易诱发或加重咳嗽，往往在年轻人中多
见。针对这类表现，我常建议患者加做支气
管激发试验，结果一般是阳性，这类咳嗽叫
“咳嗽变异性哮喘”。它的本质是哮喘，是一
种特殊类型的哮喘，是以慢性咳嗽为唯一临
床症状，
“咳嗽”遮盖了“喘”的症状，临床按照
“喘”治疗，效果会比较好，中医可以考虑用射
干麻黄汤加减，这类患者多兼有过敏性鼻炎
病史，可加用荆防败毒散或过敏煎合辛夷、白
芷、马勃等加减。这类咳嗽往往在有油烟刺
激或空气污染时会加重。
⑤对于咳嗽辨治，临床还有一种比较有
意思的表现：咳而遗尿，一咳嗽就会出现小便
不自主排出或尿失禁，针对这种情况也需要
细细辨别，
一般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往往是年老体弱和产后之妇女，除
咳嗽遗尿外，往往兼有头晕乏力、胸满心烦、
心悸气短、脉弦滑无力等症，这类咳嗽属于
《黄帝内经》
“三焦咳”，可用补中益气汤，或用
生脉散加当归、
白术、
柴胡、
黄芩等。
其二会伴有腰酸背痛，这类病人面色常
微微发黑，这类咳嗽属于《黄帝内经》
“肾咳”，
可用八味地黄丸加五味子、车前子、怀牛膝以
培补肾气。
第三属于实证：痰热闭肺，膀胱气化失
司，可用清热化痰的方法，方用清气化痰丸加
提壶揭盖法可用桔梗等加减。
对于咳嗽的治疗，
《黄帝内经》特别强调
“五
脏六腑皆令人咳，
非独肺也”
，
强调了咳嗽发病
及治疗的复杂性。您的咳嗽属于哪一种呢？如
果自己辨别不清，
可以请专业医师协助。对于
咳嗽，
千万不要认为是一个普通症状就不加重
视，
务必尽早就医，
尽早查明原因，
早日康复。
文/吴义春(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

每年积水潭医院都会有外国患者慕名来求医，其中一位从罗马尼亚
来的 ELENA 女士却最让人印象深刻。

漂洋过海来求医，肢体延长五厘米
双腿不等长的罗马尼亚女士
17 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 ELENA 女士
右侧股骨干骨折。她在当地进行了手术
治疗。本以为术后可以顺利康复，
没想到
等来的结果却是右侧大腿比左大腿缩短
5 厘米，
而且膝关节内翻。
长时间的双下肢不等长导致 ELENA
膝关节关节炎及腰部不适等症状逐渐加
重，
屈伸活动受限，
不能长距离行走，
生活
极不方便。ELENA 找了该国当地多名医
生询问，可是医生的建议却让她无法接
受：为了让双下肢等长，需要把健侧的骨
头去掉 5 厘米！那意味着她的身高将会
降低 5 厘米，而且一旦手术效果不佳，她
将失去唯一健康的腿。她拒绝了。
17 年一晃而过，直到有一天，ELENA
的儿子从一位中国友人那里听说，
北京积
水潭医院创伤骨科的黄雷主任医师在骨
延长领域经验丰富，
他觉得妈妈的病有了
治疗的希望。于是，一家人不远万里、漂
洋过海地踏上了来中国求医的旅程。

高难度的骨延长术
ELENA 住 进 了 积 水 潭 医 院 ，黄 主 任
为她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正常情况下，
ELENA 的 手 术 需 要 用 外 固 定 架 做 骨 延
长，5 厘米的患肢至少需要 15 个月的时
间，而且长期使用外固定架，容易产生
针道感染，同时导致膝关节屈伸活动受
限，康复和生活也有诸多不便。对于身
材肥胖的 ELENA 而言，针道反应甚至感
染出现的几率很大。为了避免长期使
用外固定架带来的弊端，黄主任决定采
用外固定架与交锁髓内针联合进行治
疗的方案。这项技术可以极大地缩短
外固定架携带时间，60 至 70 天的时间就
可以使肢体延长 5 厘米。但这种治疗方
式对骨科医生的技术要求很高，很少有
骨科医生可以完成。
在 做 好 充 分 的 准 备 工 作 后 ，ELENA
终于迎来了手术的日子。黄雷主任首

先采用捆绑法将 17 年前置入的“三叶
草”型髓内针取出，然后在股骨远近端
侧骨皮质各拧入一组针，在畸形最大部
位采用微创截骨，借助外固定矫正膝内
翻畸形，随后顺行插入交所髓内针锁定
近端交锁钉。最终，黄主任使用阻挡钉
技术成功避开原有的髓内针通道，顺利
完成了手术。
骨重建手术虽然可以矫正、延长患
肢，但是危险性高、手术难度大、手术次
数多、治疗费用高和治疗周期长。除了
具有麻醉意外、损伤血管和神经、术后感
染、骨折不愈合等外科手术共有的危险
以外，还具有新骨形成差、畸形、关节脱
位、关节僵直、骨折或再骨折、外固定架
针道感染、断针、外固定架失效、出现血
栓和疼痛等危险。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系
列并发症的发生，黄雷主任医师在术中
使用外固定架结合髓内针辅助矫正股骨
向外的成角畸形，同时进行肢体延长。
这样一来，当患者患肢达到理想长度之
后，可以通过远端锁定髓内针，拆除外固
定 架 ，大 大 缩 短 了 外 固 定 架 的 使 用 时
间。积水潭医院以创伤骨科黄雷主任医
师为首的肢体重建小组，自 2000 年至今
已完成用外固定架治疗骨缺损和肢体不
等长手术超过 1500 余例，在国际国内都
达到领先水平。

一波三折的康复进程
术后第一天，
康复科韩梦琪医生用流
利的英语与 ELENA 的儿子沟通，教给了他
接下来他妈妈功能锻炼的相关事宜，
避免
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的发生，以及下肢血
栓的形成，
促进功能恢复。
术后第二天，
ELENA 下地了，
她拄着双
拐，高兴地向护士表达着：她清楚地记得
自己第一次手术后在病床上躺了将近 4 个
月，而如今仅仅术后第二天，她便可以下
地活动，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护士督促她
进行功能锻炼，
并叮嘱术后第十天开始每

天四次旋转外固定螺丝做延长，
每天延长
1毫米。ELENA很聪明，
很快便熟练掌握了
延长的方法。
很 快 ，ELENA 来 院 取 外 架 的 日 子 到
了。术前化验检查显示炎性指标异常，
使得原本计划周三的手术不得不暂停
下来。知道手术暂停的消息后，ELENA
高涨的情绪瞬间坠入谷底。医护人员
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难道是术后感染
了吗？ELENA 哭了，她怕这次手术再一
次以失败告终，怕自己辛辛苦苦三个月
的努力再一次化为泡影。好在经过各
科仔细会诊，最终发现她只是简单的牙
周炎，通过服药治疗以后，化验指标也
恢复正常。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双下肢深静
脉彩超提示右下肢下腔静脉血栓形成。
由于术中操作可能使血栓脱落危及生命，
手术不得不再次取消。ELENA 需要先放
置下腔静脉可回收滤器然后手术后还需
要取出滤器。ELENA 蜷缩在病床上默默
流泪，
手术一次次推迟给她造成了巨大的
压力。护士们对这位身在异国他乡的患
者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问候，
希望她在术
前能有一个更好的状态。
通过内科、血管外科、口腔科及麻醉
科的多科协作，ELENA 终于完成了置放远
端髓内钉，取出外固定架的手术。ELENA
高兴得像个孩子，
用家乡话向每一个人表
达着自己内心的喜悦。她的肢体延长术
很成功，以前相差 5 厘米的两条腿现在已
经相差无几，
她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了，
再也没有往日的痛苦。
最后，ELENA 在血管外科顺利地取出
身体里的滤器。临走前，她和儿子，以及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派来的翻译再一
次来到了回龙观综合骨科病房，
她想当面
感谢黄雷主任医师，
感谢护士对她的精心
护理，
谢谢积水潭医院让她重获新生。
文/赵 换 利 靳 晓 方（北 京 积 水 潭
医院）

很多宝妈在给宝宝健康查体或者社区
体检时，会发现宝宝腿纹或者皮纹不对称。
这时通常社区医生会建议家长带宝宝去专
业的小儿骨科门诊做检查。而宝妈们则会
比较焦虑，
难道我家宝宝会有什么问题吗？

臀纹不对称，
为什么要进一步检查？
孩子真的有必要去小儿骨科做进一步检查吗？答案是很
有必要，
因为我们通常担心的臀纹或大腿皮纹不对称是髋关节
发育不良的主要症状之一。
本病需要由专业小儿骨科医生采取特殊的检查方法才能
作出诊断，如果得不到早期的正确治疗，会由于其继发改变使
复位愈加困难，从而导致一系列问题。所以，各位宝妈千万不
要大意。
那么，
医生一般都会给宝宝做什么检查呢?
1.体格检查：体格检查是医生判断患儿病情，继而作出诊
断的基础，通过查体会初步判断各位宝宝有没有问题。首先，
检查宝宝双下肢长度是否相等，有无单侧肢体短缩。其次，需
要通过一系列体征对患儿进行检查。
外展试验：
让宝宝平卧屈膝，
医生握住其膝部，
拇指在膝内
侧，其余四指在膝外侧。正常患儿可外展 80°～90°；若外展
小于 70°，
则为阳性，
提示可能有髋关节脱位。
Ortolani 征：对于出现髋关节脱位的宝宝，本试验用于确定
髋关节的不稳定程度，同样让患儿平卧屈膝，医生握住患儿膝
部，
最初施以轻微的内旋，
然后在大转子部轻轻上托，
并将大腿
缓慢外展，
如果髋关节可以复位，
则会有明显的复位感。
Allis 征：让宝宝平卧，屈髋屈膝，双足平行置于床面，比较
两膝高度，
若不等高则为阳性，
提示宝宝有髋脱位的征象。
2.辅助检查：
仅仅通过体格检查判断宝宝病情还是远远不
够的，
我们还需要通过一些辅助检查来明确各位宝宝究竟有没
有问题。
B 超检查：对于 6 个月以下的宝宝，髋关节超声检查是最普
通也是最有效的检查方法。它对髋关节的位置、
髋臼的发育和
髋关节的不稳定性都比较敏感，
比 X 线检查更为准确。
X 光片检查：对于 6 个月以上的宝宝，
由于股骨头骨化中心
已经出现，
已经不能做超声检查，
这时就需要 X 光片检查发挥作
用了。X 光片显示两侧髋关节发育不对称，就需要到专业的小
儿骨科给宝宝进行进一步治疗了。
各位宝妈注意，如果孩子真的有发育性髋关节脱位，越早
治疗效果越好！
文/吕海翔(首都儿科研究所骨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