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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条是一种食用方便的大众食物，很多人都喜欢吃。 然而，最
近石家庄一位男子吃了一碗面条之后立刻人事不省，再次睁开眼
睛已经在医院急诊室内，难道有人在面中下毒？ 经过医生检查，男
子昏倒的原因竟是小麦过敏。
春暖花开之时，又将迎来过敏多发的小高潮，和小编一起来
看一看这五花八门的过敏原。

五花八门过敏原，你知道吗？
老师治疗孩子偏食却引发过敏

奇葩过敏原
衣服：大部分对衣服过敏的人是因为一些合成材料，
比如橡胶材料、醛类树脂、化学添加剂、染料、胶水
等。
啤酒： 这种过敏症患者其实是对啤酒里所含的蛇麻
草、黑麦、玉米、小麦等物质过敏，酿制中的发酵过程
会加剧致敏效果。
日光：接触光照后皮肤变红和发痒，别误以为这只是
晒伤症状，有可能是日光性荨麻疹。
木瓜：木瓜偏寒性，因此胃寒、体虚者不宜多吃，否则
易腹泻。 木瓜对人体有小毒，过敏体质者应慎食。

孩子的“多动症”竟是过敏反应
小亮（化名）是个活泼可爱的 3 岁男童，近日，幼儿
园老师发现，无论是上课还是做游戏时，小亮的鼻子总
是动来动去，眼睛也时不时挤一挤，多次纠正却没有效
果。“孩子会不会是得了多动症？”老师将自己的担忧告
诉小亮的父母后，小亮的父母焦急万分，赶紧带着孩子
到医院就诊。 多番检查之后被医生告知，小亮没有多动
症，而是花粉过敏。
原来小亮因为花粉过敏导致鼻子和眼睛痒， 但在
幼儿园时老师不允许孩子们乱动， 小亮不敢用手摸鼻
子和眼睛，却又痒得难受，于是不时皱一皱鼻子，挤一
挤眼睛。

4 岁女童小圆（化名）不肯吃豆腐，老师问：“你为
什么不吃豆腐啊？ ”小圆回答：
“
豆腐跟沙子似的，吃了
嘴里不舒服。 ”
经医生检查诊断，小圆对黄豆过敏。 原来小圆每
次吃豆腐时都过敏，导致嘴里红肿难受，小孩子表达
不清自己的感受，只会说“豆腐像沙子一样”，却被周
围人误会是偏食。

脸上贴木瓜皮却上演“恐怖片”
听说木瓜能美容，近日，李女士便买了一个木瓜。
然而还没来得及回味木瓜的美味， 李女士就晕倒了。
经医生诊断，她是过敏性休克，过敏原还需要进一步
检查诊断。
第二天从医院回到家后，李女士看到桌子上还放
着前一天吃剩的木瓜皮。 想着木瓜皮还能美容的李女
士便拿着两块木瓜皮，一边一块扣在了脸上。 然而很
快，李女士的脸便变大，而且又红又肿。 痛苦难耐的李
女士再次被送到医院，此时，她的脸已经肿得非常严
重。 这一次，不用做检查诊断，李女士也明白了导致自
己过敏的是什么，正是自己心中的美容水果木瓜。

男子吃了一碗面条后人事不省
近日， 石家庄市民孙先生遭遇蹊跷事——
—吃饭之
后身上突然起皮疹，然后就感觉心慌、呼吸困难，很快
就晕倒了。 经医生诊断，孙先生是过敏性休克，原因是
小麦过敏。
医生告诉记者， 虽然小麦作为过敏原导致过敏的
病症并不算太多， 可一旦发作却都非常严重，“是可以
要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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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絮原是“背锅侠”
漫天的杨柳絮在很多人看来非常浪漫，却也令不
少人恨得牙根痒痒。 因为在杨柳絮飘飞的时候，不少
人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过敏反应，在很多人看来，
令自己出现过敏反应的就是杨柳絮。 然而医生却告诉
记者，杨柳絮是
“
背锅侠”，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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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解释说：“因为杨柳絮飘飞的时候，和法桐树花
粉期重合，所以许多人就误以为是杨柳絮令自己过敏。 ”
因为引起过敏的花粉非常小，肉眼无法看到，而且非常
轻，因此风吹过之后，花粉的覆盖面非常广。

勤晒被子可防螨虫
寂寞是都市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但是医生却
告诉记者，在医院过敏科有这样一句话，“从此不用怕寂
寞，百万螨虫陪你睡”。
医生告诉记者，尘螨是一年四季都存在的，春秋会
更厉害一些，如果不勤晒被子的话，床上至少会有数百
万只螨虫。 而尘螨也是重要的过敏原之一，其螨体、排泄
物和代谢产物等都可成为过敏原引起过敏。
并且半夜上厕所、早晨起床以及半夜翻身等，都会
导致尘螨飘浮起来，因此对尘螨过敏的人来说，这几种
情况最容易导致出现过敏反应：打喷嚏、流鼻涕、咳嗽甚
至哮喘等。
据医生介绍，除了尘螨外，常见的过敏原还包括花
粉、霉菌、动物皮毛、化妆品以及鸡蛋、芒果等食物。

过敏体质者最好随身携带药物
五花八门的过敏原这么多，那么我们应该怎样预
防呢？ 医生告诉记者，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时，千万不要
自己处理，要及时到医院就诊，诊断出过敏原，然后对
症下药进行治疗，关键要远离过敏原。
“很多人都认为过敏是小事，甚至个别人喜欢恶
作剧， 故意给容易过敏的人吃下会导致过敏的食物，
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 突发的严重过敏甚至会在极短
的时间内夺去人的生命。 ”医生说。
同时医生告诉记者， 过敏体质会影响人的一生，
因此对于有严重过敏史的人，一定要谨记“勿贪吃，勿
贪玩”。“因为对于过敏体质的人，过敏反应的发生和
严重程度都无法预测，因此一定要谨慎。 身边最好随
时带上治疗过敏的药物，避免危险的发生。 ”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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