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岁的付先生最近两天持

续肚子痛， 他以为是胃肠炎，

但吃了不少药就是不见好转。

到医院就诊被查出患有带状疱

疹。 这让付先生颇为不解， 自

己腹部一个“疹” 子也没有，

怎么会是带状疱疹呢？

专家解释说， 带状疱疹主

要有两大症状： 第一是患处有

聚集在一起的水疱； 第二是疼

痛， 像刀割。 但是不少带状疱

疹患者的早期症状只有后者而

无前者。 有的皮疹在 1-2 周后

才出现， 有的人甚至不出现任

何皮疹， 因此容易致误诊。 如

疼痛部位在肠胃附近， 就容易

被误诊为胃肠胀气和胃肠炎；

腹部的疼痛易被当作胆囊炎、

胆结石、 阑尾炎； 腰部的疼痛

易被当作肾脏输尿管结石； 腿

部的疼痛易被当作坐骨神经痛；

头面部的疼痛则可能被诊断为

三叉神经痛、 枕大神经痛或偏

头痛等。 因此， 在带状疱疹早

期没有出现皮肤症状前， 非专

科医生往往难以准确诊断， 不

少患者都是转了一圈， 做了一

堆检查， 最后才“对号入座”。

相关专家提醒广大患者，

即使发现自己的皮肤没有红疹

或水泡出现， 但身体局部在排

除其他疾病的情况下突然出现

一侧神经痛的， 便要警惕带状

疱疹， 并及时到医院的神经专

科求诊。

张林 侯晓云

带状疱疹中医称之为“缠腰火丹”， 民间俗称

“缠腰龙”、 “蛇盘腰” 等。 中医方药、 针灸等对缓

解带状疱疹疼痛、 缩短疼痛周期有较好效果。

验方

1、 雄黄蒜泥膏 雄黄 30 克， 独蒜 60 克。 将

雄黄粉研成细末， 独蒜捣烂如泥， 二药拌匀， 以白

纸包裹搓成指状条形， 阴干备用。 使用时， 将雄黄

大蒜泥条以少量冷沸水磨成浆汁外涂敷患处。 水疱

破裂、 糜烂处禁用。 每天 2 次， 7 天为 1 个疗程。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 蒲昭和

2、 侧柏叶蛋清 新鲜侧柏叶适量， 用清水漂

洗干净， 沥去水， 捣成泥状， 然后和鸡蛋清适量调

成糊状涂于患处 （约 1 厘米厚）， 用绷带固定。 每

天换药 2 次。 涂前局部应先用生理盐水冲洗， 消

毒。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主治医师 薛光

3、 板蓝根、 大青叶各 30 克， 水煎服， 每日 1

剂。 配合枯矾散调敷患处， 一日 2 次。

湖北省襄阳市中医医院 李丽

针灸

1、 皮疹周围消毒后， 用 1-1.5 寸毫针沿皮刺

入皮疹中央， 每针相隔 3-7 厘米， 留针 60 分钟，

用泻法， 隔日或每日 1 次。

2、 取微薄一层医用脱脂棉， 按病损区大小，

覆盖在疱疹上， 医者即用火柴点燃棉片一端灸之，

患者一般只感觉有轻微烧灼痛， 无需任何处理。 每

日灸烧一次， 最多 4 次痊愈。

山东省沂南县中医院主治医师 李祥农

眼睛、 额头三叉神经不慎

感染带状疱疹病毒， 未来一年

要特别小心脑中风， 日前台北

医学大学附属医院科研人员在

完成一项研究后如此提醒。

研究团队取 1974 位未感染

者作对照组， 和 658 位眼部感

染带状疱疹病毒的患者作比较，

所有人都没有中风病史。 观察

一年后发现， 眼部感染带状疱

疹病毒的患者中， 有 8.1%的人

后来出现脑中风， 而未感染者

中风比率为 1.7%。 眼部感染带

状疱疹病毒的患者一年内中风

几率升高 4.5倍。

研究者解释， 三叉神经分

叉的第一条神经靠近眼睛、 额

头部位， 这条神经如果感染带

状疱疹病毒， 病毒延着神经蔓

延至大脑， 病毒在血管中繁殖，

可能引起血管发炎， 增加血栓

风险， 患者脑中风几率随之上

升。 姜会仁

民间对带状疱疹有一种畏惧感、 神秘感， 认

为该症只发在腰部， 盘绕一圈即死亡。 这个观点毫

无科学道理。 带状疱疹病毒侵犯神经， 只要有神经

分布的区域， 均可发病。 因此， 除腰部外， 在头面

部、 四肢均可出现带状疱疹。 此病虽可泛发， 但一

般不会盘绕一圈， 单纯因带状疱疹致死亡者更是少

见。 有一些患者得了带状疱疹， 专门到农村找巫

医， 巫医口中念念有词， 拿刀在疱疹处“斩”， 再

在患者皮损处以墨汁圈涂。 这是非常不科学的。 患

者易因此而延误治疗时机， 有的患处溃烂、 化脓，

导致神经损伤严重， 而留下剧烈疼痛的后遗症。

09

卫

生

报

专

病

论

治

２
０
1
1

年

3

月

3
1

日

星

期

四

责

任

编

辑

陈

艳

阳

版

式

王

思

贤

Ｅ
－
ｍ
ａ
ｉ
ｌ
押
c
y
y
0
1
2
1
@
1
2
6
.
c
o
m

前段时间气温下降， 72 岁的王奶

奶不慎受了寒， 几天后她感觉左肩上

有点痛， 接着长出很多红斑和水疱，

还伴有抽疼， 犹如电打、 针刺一般，

家人送其去医院， 结果诊断为带状疱

疹。 专家表示： 前段时间出现了明显

的“倒春寒” 现象， 气温骤降， 尤其

是早晚温度更低， 加之多湿阴雨， 因

此很多体质虚弱的中老年人成了带状

疱疹病毒的首要攻击对象。

带状疱疹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感染引起， 春天易发。 其主要特点为

簇集水泡， 沿一侧周围神经作群集带

状分布， 常伴有明显神经痛。 发病前

期往往与感冒类似， 患者在头痛或胸

腹痛的同时还伴随着发热、 呕吐。 出

现此类症状， 则要警惕， 须尽快到医

院就诊。

带状疱疹临床治愈后常可遗留疼

痛， 这是困扰老年人的顽固性疼痛疾

病之一， 其发生原因为病毒的活动、

生长繁殖使受侵犯的神经节发炎以致

坏死， 产生神经痛。 疼痛持续时间短

则 1-2 年， 长者甚至超过 10 年， 一

般病史均长达 3-5 年。 患者常常由于

长期饱受疼痛折磨而苦不堪言。

专家提醒， 和以往相比， 如今带

状疱疹在发病率、 发病部位、 发病频

次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须

引起注意。

以前带状疱疹发病率较低， 而近

些年来带状疱疹发病率已明显增加。

这主要是因为抗菌药物的大量使用削

弱了人体的免疫力， 现代生活节奏的

加快使人们的身心经常处于紧张状

态， 而环境污染也催生了带状疱疹等

病毒类疾病发病率的攀升。

以前带状疱疹多集中在身体的某

一侧， 而现在疱疹在很多病人头面

部、 项背部、 胸胁部、 腰腹部、 上下

肢都曾出现过； 以前带状疱疹三个月

就能结痂， 现在则更加顽固难治， 有

些病人在发病后两三个月， 还在不停

地冒出疱疹。 不少病人由于身体免疫

力下降， 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发

病， 十分痛苦。

预防带状疱疹， 关键在平时加强

体育锻炼， 增强体质， 注意劳逸结

合； 尤其是老年人， 生活起居要有规

律， 避免受凉感冒， 不要熬夜， 避免

暴饮暴食， 不过量饮酒。

骆丹 田青乐 宫丹丹

带状疱疹往往伴有特别剧烈

的神经痛， 令患者坐立难安， 痛

苦不堪。 此类患者可以尝试摄入

以下几种食物， 研究发现它们具

有一定的镇痛作用。

1、 咖啡 咖啡中含有的咖

啡因， 成分和人体中一种传递疼

痛信息的化学物质相似， 摄入咖

啡因后， 它会取代这种化学物质

的角色， 使细胞接收不到传来的

疼痛讯号， 从而减少疼痛感。

2、 莓类 研究证实， 草莓、

黑莓及樱桃有阻断发炎的能力。

而富含强力抗氧化剂的蓝莓， 还

能加强身体修复系统的战斗力。

3、 辣椒 研究发现辣椒所

含的辣椒素， 可以很快消耗掉神

经中一种与疼痛传导密切相关的

物质， 从而达到很好的镇痛效

果。 于四景

带状疱疹发病率增高

老人易被击倒

无疹带状疱疹易

误诊

三种食物

有助缓解神经痛

眼额长带状疱疹

一年内中风几率高

研究前沿

□

□

对于带状疱疹， 现代医学已有比较有效的治

疗方法， 首先是抗病毒治疗， 核苷类抗病毒药

能很好地抑制病毒的繁殖； 其次是营养神经，

可用甲钴胺、 维生素 B

1

等药物； 再次是止痛和

对症治疗。 经过正规治疗， 可明显缩短病程，

减轻疼痛， 一般 1-2 周水疱干涸， 2-3 周疼痛缓

解， 部分老年人及免疫力差者病程比较长， 个

别可遗留神经痛。

患病期间病人应适当休息， 起居有常， 心情

舒畅， 避免局部摩擦， 饮食宜清淡， 多饮水，

多食新鲜水果蔬菜， 不宜吃辛辣、 腥发动风之

品， 不宜饮酒， 以利康复。

广西医科大学主任医师 文武星

治疗： 重在抗病毒

民间外涂墨汁易误病情

中医疗法

友情提示

□

□

（图文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