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晒霜涂到眼睛周围， 或者不小
心揉进眼睛就会刺眼睛， 那么， 防晒
霜可以涂在眼睛周围吗？

专家指出， 防晒霜中会刺眼睛的
成分多数是化学性防晒剂， 会对粘膜
产生刺激， 这也与个体的敏感性有关，
同样的成分， 有些人感觉强烈些， 有
些人就没有特殊的感觉。 所以有些产
品就会注明， 请避开眼睛周围使用。

尽管如此， 化学性防晒剂有其独
特的优势， 防晒效果很好， 质地轻
薄， 没有油腻感， 不容易堵塞毛孔
等， 很受消费者青睐。 而且， 眼周
的皮肤也需要防晒。 因此， 应尽量
寻找一款对眼睛皮肤没有刺激的防
晒霜， 如果皮肤很敏感的话， 可以选
择物理防晒霜， 或者不在眼周皮肤使
用防晒霜， 而是选择遮阳镜， 这样既
可以保护眼周的皮肤， 又可以保护眼
睛免受紫外线的伤害。

据媒体报道 ， 4 月 29 日 14
时许， 海南省海口市永兴中学 5
名初三学生相约到一处积水坑抓
鱼， 其中 2 名不慎溺水， 后抢救
无效身亡。 夏天来了， 天气变热，
人们常外出游泳避暑， 要提醒的
是， 每年意外溺水事件也时有发
生。 溺水是青少年死亡的重要原
因， 如何在第一现场、 第一时间
对溺水者实施积极有效的抢救措
施是溺水者能否存活的关键。 那
么， 如何施救才是正确的急救做
法呢？

专家指出， 如溺水者神志清
醒， 有呼吸有脉搏， 此时应该立
即呼叫 120， 做好保暖措施 ， 等
待救援人员或送医院观察。

如患者昏迷 （呼叫无反应），
快速检查且呼吸有脉搏， 则应该
呼叫 120， 清理口鼻异物 ， 适当
控水急救。 稳定侧卧位， 等待救

援人员。 同时， 密切观察呼吸脉
搏情况， 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启动
心肺复苏术。

如患者昏迷， 无呼吸无脉搏，
或者脉搏微弱濒临停止， 此时受
害者一旦被救援上岸， 应当立刻
仰卧安置在坚实平整的地面上 ，
有呕吐者， 头偏向一侧， 即刻启
动基本生命支持， 其核心就是心
肺复苏术， 同时呼叫专业医疗救
护， 以尽早承接高级心脏生命支
持。 溺水急救遵循有效的基本生
命支持标准 ABCD 方案。

A= 开放气道 抬高压额提颌
法， 以保持气道通畅。 如果有口
鼻内显见的异物， 先给予清理。

B= 人工呼吸 即刻给予口对
口人工呼吸。 由于通常气道内可
能存在一定液体， 一定程度上影
响气道的通畅性， 初始人工呼吸
连续给予 5 次， 而非通常心肺复

苏中建议的 2 次。 此后， 恢复到
通常的 2 次人工呼吸与 30 次胸外
按压相间的规程。

C= 循环 即胸外心脏按压 ，
除了与通常心跳骤停存在顺序的
差异外， 其他操作遵循一般规程
进行。

D= 自动电除颤 近年来， 包
括溺水在内的心跳骤停者急救中
早期除颤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 ，
被认为是关系心脏骤停存活率最
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溺水者通常是青少年， 水中
低温降低受害者的代谢率对于大
脑组织具有保护作用， 因此溺水
急救不要轻言放弃， 只要大家加
强安全意识培养， 科学掌握现代
急救技术， 敬畏生命， 一定能够
减少甚至杜绝因淹溺造成的死亡。

郴州市宜章县玉溪镇
中心卫生院 邓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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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妙招

昆虫叮咬引起皮炎
人们的面部、 胸背、 四肢等

处被蚊子、 白蛉、 跳蚤、 臭虫等
小昆虫叮咬后， 局部皮肤会出现
红肿反应 ， 产生红斑块 、 水疱 ，
甚至大疱， 瘙痒发痛； 牛虻叮咬
皮肤时有股刺痛， 会出血， 继而
产生红斑丘疹和风团， 痒痛钻心。
隐翅虫是会飞的小甲虫， 爱在夜
间灯光下活动， 飞到人身上， 接
触人的皮肤后能分泌一种强酸性
的毒素 ， 被叮咬处出现条索状 ，
成片性密集的丘疹、 水疱和红斑，
引起强烈的瘙痒烧灼和刺痛感。

【防治对策】 搞好室内外环
境卫生， 清除孳生蚊虫的污水；
家庭要安装纱门纱窗， 卧室要撑
蚊帐； 若发现有跳蚤、 臭虫等，
应及时杀灭。 夜晚外出乘凉宜穿
长袖衣裤， 小孩不要赤身露体；
由于蚊子、 隐翅虫等有趋光性，
所以不要在灯光下停留或玩耍，
最好拿把扇子， 随时驱逐蚊虫。
如被蚊子、 跳蚤、 臭虫叮咬， 可
涂擦清凉油、 风油精； 隐翅虫叮
咬后可涂擦皮炎平或肤轻松； 被
飞蚁蜇伤可先用肥皂水清洗， 再
外涂止痒剂。 注意不要搔抓， 以
免加重皮损， 引起继发性感染。

小毛虫引发过敏皮炎
桑毛虫身上的毒毛达数百万

根， 松毛虫身上也有上万根毒毛。
因毒毛的毛腔内充满毒液， 当人
们到山乡林区旅游或进入果园 ，
毛毛虫掉到人身上， 众多的刺毛
接触皮肤后可断折， 毛腔内的毒
液便注入皮内， 引起中毒或过敏
反应。 一般在数分钟、 数小时或
一两天， 皮肤会出现许多水肿性
红斑、 丘疹或风团， 偶尔也出现
水疱， 瘙痒难忍及烧灼样痛。 少
数迁延不愈可成为慢性皮炎。

【防治对策】 到野外林区旅
游或进入果园应戴宽边草帽或遮
阳帽， 穿长袖衣服， 不要在有毛
毛虫的树下停留。 一旦身上落有
毛毛虫， 不要乱拍打， 应轻轻抖
动掉， 皮肤上沾有毒毛， 可用医
用胶布或透明胶纸将毒毛粘去，
然后在局部受伤的皮肤上涂抹皮
炎平、 肤轻松或炉甘石洗剂。 痒
痛剧烈者， 可口服扑尔敏等抗组
织胺药物或加服强的松； 对重症
患者需及时送医院治疗。

蜂、蜈蚣、飞蚁蜇伤
引发危险

常见的有蜜蜂和野蜂 ， 当

蜂刺蜇入皮肤 ， 会立即分泌毒
液而引起过敏反应 ， 皮肤出现
大面积红肿和痒痛 。 如果遭到
群蜂 ， 特别是野蜂攻击 ， 中毒
严重者可致人死亡 。 皮肤被蜈
蚣蜇伤后 ， 局部往往有两个小
出血点 ， 周围皮肤红肿 ， 痒痛
剧烈 ， 并伴发淋巴结炎 、 发热 、
头痛、 恶心， 重者可危及生命。

【防治对策】 到野外旅游
或玩耍时， 不要招惹小蜜蜂，
尤其是不要捅野马蜂窝； 山沟
阴暗潮湿处， 石块底下可潜伏
蜈蚣、 蝎子， 最好不要随便乱
翻动。 如被蜂蜇伤， 可用肥皂
水或砸破泡桐树皮， 用流出的
汁液涂擦。 如遭群蜂蜇伤， 中
毒症状严重者在使用上述药物
的同时， 在蜇伤部位的近端绑
扎止血带， 并尽快送医院。 被
蝎子、 蜈蚣蜇伤后应立即冰敷，
并绑止血带或用拔火罐， 以尽
量吸出毒液， 外敷蛇药或如意
金黄散； 症状较重的， 可服用
抗组织胺药物和皮质激素。 飞
蚁蜇伤后， 可用肥皂水涂擦。

浏阳市疾控中心
副主任医师 谭西顺

可乐清洁马桶 喝剩的可乐 ，
一般都会倒掉。 其实， 可乐是相当
好的去污剂， 只要将喝剩的可乐倒
入泛黄的马桶中 ， 浸泡 10 分钟 ，
污垢一般便能被消除。

火柴头擦拭圆珠笔痕迹 如果
不小心在衣服上留下了圆珠笔的污
迹， 用火柴头轻轻地来回擦拭， 就
能轻松地去掉污迹。

生姜止血 切菜时如果不小心
手被刀划破了， 可把生姜捣烂敷在
伤口流血处 ， 范围以敷满伤口为
宜， 这样， 止血的效果较佳。

蛋清擦拭沙发 用一块洁净的
绒布蘸些鸡蛋清擦拭， 既可去除污
迹， 又能使皮面光亮如初。

酒精清洗沙发 可用毛刷蘸少
许稀释的酒精扫刷一遍沙发， 再用
电吹风吹干， 如遇上果汁污渍， 用
一茶匙苏打粉与清水调匀， 然后再
用布蘸上擦抹， 污渍便会减退。

湖北省襄阳市
第一人民医院 方文杰

夏季蚊虫活跃
防治叮咬有对策

夏季是蚊虫活跃季节， 当人们在野外工作、 到林
区旅游、 在公园游玩， 或夜晚在露天下乘凉时， 若不注
意， 就有被蚊虫叮咬或蜇伤的危险。 专家提醒， 被不同
蚊虫叮咬， 防治对策也不同。

防晒霜
可涂在眼睛周围吗?

一般来说， 普通的防晒霜和护肤
品一样， 不需要卸妆和特殊的清洁，
一般的洁面产品就可以去除。

对于外出旅游、 去海边 、 去游
泳， 或者大量运动出汗多的人， 为了
使防晒霜有更持久的防晒效果， 同时
减少补搽所带来的不便， 就需要采用
防水型的防晒霜。 有防水性能的防晒
霜， 需要用卸妆油来清洁， 可以轻松
地让牢牢粘在皮肤上的防晒霜卸下
来， 恢复皮肤清爽的感觉。

北京地坛医院 刘彦春

防晒产品
需要卸妆吗?

溺水施救A B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