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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日前参加完同村老
人的葬礼后便出现失眠、 头
痛、 神志不清、 肢体活动障
碍等症状， 村民们都认为
“中邪” 了， 家人还请了“法
师” 到家里来“施法驱邪”。
结果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导
致病情加重， 出现了意识模
糊、 神志不清等现象。 后来
到医院经过检查， 周先生并
非“中邪”， 而是患上了结核
性脑膜炎。 这究竟是怎么回
事？

结核性脑膜炎是一种由
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脑膜和
脊膜的非化脓性炎症疾病 。
这种病早期由于脑脊液生成
增多 ， 颅内压增高 ， 患者会
有发热 、 头痛 、 呕吐 ， 精神
可能出现萎靡 、 谵妄 ， 严重
会有癫痫 、 昏睡 、 偏瘫等症
状。 医生询问病史得知 ， 周
先生感染结核已经有一段时
间了 。 医生告诉他 ， 他出现
“中邪” 症状表明只是刚刚发
病， 至于为什么会在葬礼后
发病， 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就算没有这个葬礼 ， 他也有
可能会出现这些症状 。 幸运
的是， 周某送来医院还不算
太晚 ， 要是再耽搁 ， 后果就
不堪设想 。 医生特别提醒 ，
一定要相信科学 ， 若发现身
体有什么不适， 应及时就医，
千万别用偏方， 更不能迷信，
以免延误病情， 危及生命。

湖南省胸科医院
副主任医师 陈安基

张医生：
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 每当

炎热天气时我的腋窝就会散发出
难闻的狐臭味， 让我十分烦恼。
请问有什么办法根治， 或者减轻
狐臭的程度？

重庆读者 李小姐
李小姐：

人体的汗腺分为两种， 一
种为小汗腺， 大概占 9 成， 排
汗较稀 ， 一般是没有味道的 。
另一种为大汗腺， 集中分布在
腋下、 胯下、 乳晕、 外耳道等
处。 腋窝的狐臭是因为腋窝的
大汗腺分泌的腺体经过特殊细
菌作用而产生的不饱和脂肪酸，
从而出现一种特殊的气味。

由于脂肪酸等有机物质要
通过排汗过程排出， 因此用药
物减少排汗可以减少脂肪酸等
的排出， 达到减轻狐臭的目的。
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短期除臭，
停止用药时后腋下恢复排汗功
能， 狐臭又会出现。 而长期用
杀菌药会使细菌产生耐药性 ，
对人体健康不利。 大汗腺是产
生狐臭的 “病灶”， 要根治狐臭
就只有破坏其功能甚至除掉大
汗腺， 缺点是破坏了腋下正常
的生理功能， 有可能给人体带
来某些不可预知的后果。

大汗腺在青春期分泌旺盛，
狐臭也多见于青壮年。 随着年
龄的增长， 人体的衰老， 大汗
腺也会逐渐退化， 症状可以减
轻或消失。 患者应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 ， 勤洗澡 、 勤换衣 ，
洗澡时可用中性香皂或沐浴露
清洗大汗腺较集中的地方； 局
部搽冰片、 滑石粉、 西施兰露，
减少汗腺分泌。

张医生

������治疗头痛， 医生需要区分这是
慢性疾病还是偶发性疾病。 慢性头
痛意味着一个月发作 15 次以上，
而偶发性则低于 15 次。 慢性头痛
需要强化性的治疗， 而偶发性的仅
仅在痛的时候对症治疗即可。 如果
慢性头痛患者平时发病时有一个
头痛的记录， 尤其是近三个月的
发病记录， 拿给医生一看就一目了
然了。 没有记录， 光靠回忆是非常
困难的。 用一本日历记录， 究竟哪

天头痛， 哪天痛得特别厉害， 而不
是向医生反映 “好像某天头痛了”。
越精确的记录， 医生对病情的判断
更准确， 有利于选择更合适的治疗
措施。 在记录时也可以通过打分记
录头痛的程度， 比如 A 是很轻， D
就是非常痛； 网上也有很多的疾病
记录的 APP， 记录病情的方式非常
多元化。

如果曾经接受过其他医生的治
疗， 建议将之前的就诊记录 、 病

历、 影像片子都带上。 当然， 就诊
前把疾病的情况做一个记录， 比如
过敏史， 是否做过手术， 或是正在
用什么药物， 头痛有没有家族史，
是否经常喝酒、 吸烟， 这些都对找
出疾病的危险因素有帮助。 总之，
就诊时不要不好意思， 尽可能给医
生更多、 更详细的提示， 除非医生
认为你没有必要 “说得太多”。

湖南省攸县人民医院
副主任医师 王晓燕

������虽然肿瘤的确切病因还不十分
明确， 但因细胞基因变异诱发肿瘤
多与不良生活方式有关。

由着性子吃 大鱼大肉吃不够，
蔬菜水果吃得少， 已经成了现代人
的通病。 其后果是造成肥胖， 而肥
胖和乳腺癌、 前列腺癌等多种癌症
有关； 蔬菜水果含有很多膳食纤维，
能促进肠道蠕动， 带走有害物质吃
得太少会增加患结肠癌的风险； 缺
乏 β-胡萝卜素， 肺癌发病率要高 7
倍； 缺乏维生素 A， 患肺癌、 胃癌
的可能性很大； 叶酸与维生素 B2 缺
乏， 是食管癌高发的重要原因。

夜晚不睡觉 熬夜会造成生物钟
紊乱， 夜间灯光会破坏人体褪黑素
形成， 容易让白血病、 乳腺癌、 前

列腺癌等找上门来。
坐下不想动 人体免疫细胞的数

量随活动量的增加而增加， 久坐的
人， 体内免疫细胞减少， 大大增加
患癌几率； 胃癌患者大多平时吃得
太饱和久坐不动； 久坐的人比经常
运动的人患结肠癌的可能性高 40%-
50%， 男性还易罹患前列腺癌。

老喝滚烫水 很多人喜欢 “趁热
喝” 为食道癌埋下隐患， 还会烫伤
食道黏膜， 引发口腔黏膜炎、 食管
炎等。

吃发霉食物 花生、 大豆、 米、
面粉等发霉后可产生黄曲霉素， 这
是一种强致癌物 ， 可能导致肝癌 、
胃癌等。 发霉食物中还有杂色曲霉
毒素、 赭曲霉毒素， 都有较强的致

癌作用。
过度晒太阳 有研究证实， 儿童

时期如果过度暴晒， 会加速皮肤老
化， 增加成年后长雀斑甚至患癌的
概率。

工作太拼命 淋巴瘤、 肝癌、 肺
癌被列入 “累出来” 的癌症前三名。
过度劳累虽不直接导致癌变， 但会
导致肝病、 肺病反复发作， 并最终
诱发癌症。

爱钻牛角尖 爱较真、 爱生气、
又不擅表达的人， 植物神经、 内分
泌与免疫系统长期处于高度亢奋和
紧张状态， 是导致乳腺癌、 卵巢癌、
胃癌与胰腺癌的重要诱因。

湖南省安乡县第四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林安

做好头痛记录
就医时不“头痛”

�������因头痛到医院就诊， 医生往往会向患
者提出许多问题， 以便掌握更多的诊断依
据。 虽然患者想把病情说清楚， 但总是说
不到“点子” 上， 本来头不痛了， 可医生
的问题又让自己“头痛” 了。 例如， 头痛
起来是什么感觉？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
答案， 任何描述都是可以的， 比如跳动、
烧灼感、 压力、 刺痛等， 患者怎么回答，
还真难为了他们。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有要咨询
的问题，请联系本版责任编辑。

邮箱：jtysjb@163.com

������痛风是嘌呤代谢紊乱所致， 如
果长期忽视痛风治疗或治疗不规
范 ， 会发展成慢性关节炎 、 痛风
石、 肾脏病变、 心脑血管疾病等并
发症， 尤其是高尿酸血症会引起慢
性痛风肾病恶化导致肾衰竭。

慢性尿酸盐肾病 尿酸盐晶体
沉积于肾间质， 导致慢性肾小管一
间质性肾炎。 临床表现为尿浓缩功
能下降， 出现夜尿增多、 低比重尿、
小分子蛋白尿、 白细胞尿、 轻度血
尿及管型尿等。 晚期可致肾小球滤
过功能下降， 出现肾功能不全。

尿酸性尿路结石 尿中尿酸浓
度增高呈饱和状态， 在泌尿系统沉
积并形成结石。 在痛风患者中的发
生率在 20%以上， 且可能出现于痛
风关节炎发生之前。 结石较小者呈

砂砾状随尿排出， 可无症状； 较大
者可阻塞尿路 ， 引起肾绞痛 、 血
尿、 排尿困难、 泌尿系感染、 肾盂
扩张和积水等。

急性尿酸性肾病 血及尿中尿
酸水平急骤升高， 大量尿酸结晶沉
积于肾小管、 集合管等处， 造成急
性尿路梗阻。 临床表现为少尿、 无
尿， 急性肾功能衰竭。 尿中可见大
量尿酸晶体， 多由恶性肿瘤及其放
化疗 （即肿瘤溶解综合征） 等继发
原因引起。

患痛风后要接受正规的治疗； 改
善生活方式， 摒弃不良嗜好， 如饮酒、
无肉不欢等， 控制饮食、 多饮水； 定
期检查尿酸水平， 控制好尿酸。

湘西民族中医院骨伤科
副主任医师 黄保应

八种不良生活习惯与“癌”相伴

尿酸高不仅痛风还伤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