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英国 《每日邮报》 报道， 美
国的相关研究人员发现， 吃太晚会
使葡萄糖和胰岛素水平激增， 而这
两者都与糖尿病发生相关。 吃太晚
也提高了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
酯， 这两者都会增加罹患心脏病的
风险。

体重增加的原因是身体脂肪代
谢的速度降低， 即脂肪分解， 生成
能量的速度降低。 试验表明， 延迟
进食导致受试者消耗的脂肪减少。

研究还发现， 延迟进食导致更多的
碳水化合物被储存， 从而导致体重
增加， 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升高。 实
际上， 延迟进食不仅导致胰岛素和
空腹血糖水平升高， 也会增加胆固
醇和甘油三脂的水平。 对于正常时
间进食的人来说， 刺激食欲的生长
激素在白天早些时候就达到了高
峰， 使饱腹感更持久。 因此， 吃得
早有助于防止夜晚和凌晨暴饮暴
食， 可以预防慢性的健康损害。

研究表明， 那些在夜里进食的
人比吃饭早的人更胖。 尽管遵循着
同样的饮食和运动方法， 吃饭早的
人大约减掉 12%的体重， 而吃饭晚
的人只减掉体重的 8%。 吃饭晚的人
经常早上吃的少或者干脆不吃早饭，
这会导致体重增加， 而晚上 11 点到
凌晨 5 点之间进食的人， 体重增长
比在这些时段没有进食的人更快。

湖南省吉首市疾控中心
主治医师 郑红

������环境 对室内外进行彻底的环
境清污， 在改善环境卫生基础上进
行一次彻底的消毒处理， 做到先清
理、 后消毒、 再回迁。

居家、 街道、 社区、 安置点等
场所， 其物体表面、 墙壁、 地面可
采用 500mg/L （毫克/升） 有效氯消
毒液 ， 或 200mg/L 二氧化氯 ， 或
200mg/L 过氧乙酸进行喷洒、 擦拭
消毒。

饮用水 集中式供水地应加强
水源水和末梢水的监测； 尽量采用
净水消毒设备对生活饮用水进行消
毒， 对临时集中供水设施、 设备，
应添加饮用水消毒剂； 使用槽车
（如消防车、 绿化工程用水车、 洒
水车等） 临时供水的， 槽车在每天
使用前应进行清洗消毒； 对于分散
式供水 ， 如直接从江 、 河 、 渠 、
溪、 塘、 井、 涌泉等水源取用水
者， 可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

餐、 饮具 餐、 饮具清洗后首
选煮沸消毒， 煮沸时间应在 15 分
钟以上； 也可使用消毒剂进行浸泡
消毒， 如用有效氯消毒液浸泡 30
分钟， 消毒剂浸泡后应以清洁水冲
洗干净。

生活用品 家具 、 卫生洁具 、
办公用品等清污后 ， 用浓度为
500mg/L 的氯溶液喷洒、 冲洗、 擦
拭、 浸泡， 或采用 200mg/L 二氧化
氯、 200mg/L 过氧乙酸、 1000mg/L
季铵盐类消毒剂进行消毒处理， 消
毒后再用清水擦拭干净。

瓜果、 蔬菜 受淹新鲜的瓜果、
蔬菜清洗后可用含氯消毒剂、 过氧
乙酸或酸性氧化电位水消毒， 再用
清水冲洗干净。

手和皮肤 救援人员参与灾后
环境清污、 动物尸体处理等工作
后， 应进行手卫生消毒； 因长时间
洪水浸泡造成皮肤红肿、 损伤者，
应及时就医治疗。

动物尸体 环境清理中清出的
新鲜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

对已经发臭的动物尸体 ， 可用
5000-10000mg/L 有效氯消毒剂或
2000mg/L 二氧化氯喷洒尸体及周
围环境， 去除臭味并消毒， 然后再
深埋处理。 尸体埋葬的场所应由当
地政府指定， 不得随意乱埋。 地点
应选择地势高、 地下水位低、 远离
水源及居民点的地方。 挖土坑深 2
米以上， 在坑底撒漂白粉或生石
灰， 然后覆土掩埋压实。

垃圾点与公厕 生活垃圾要做
到日产日清。 如果原有厕所和垃圾
站被洪水破坏， 新建厕所和垃圾站
应建有围栏和顶盖， 避免雨水漫溢
粪便污染环境。 厕所内外可定时泼
洒 20%漂白粉乳液以除臭并消毒。

湖南省疾控中心消毒检验科
主管技师 李世康

������肾脏有滤过、 代谢， 调
节电解质、 酸碱平衡和血压
等功能。 肾脏发生病变后会
出现多种症状， 提示患者的
肾脏需要 “检修” 了。

尿量变化 正常人每天
排尿 1000-2000 毫升， 尿量
变多还是变少， 都可能是肾
脏疾病的表现， 尤其是夜里
要起来好几回， 更要警惕肾
脏病变。

尿性状改变 正常人的
尿色是透明的浅黄色， 如果
喝水少或清晨第一次排尿，
颜色稍深； 如果尿色发红，
或者尿中泡沫多， 有必要去
医院肾内科进行检查。

水肿 早上起来发现眼
皮浮肿， 或者双脚浮肿， 都
要考虑肾脏的问题。

消化系统症状 肾脏病
发展到终末期， 会影响胃肠道功
能， 出现恶心、 呕吐、 食欲不振等
症状。 患者除了看消化科， 还要注
意排除肾脏病。

皮肤瘙痒 由于体内的尿素不
能经尿液排出 ， 会通过皮肤排泄
而刺激皮肤； 而身体内积累的毒
素会导致周围神经病变引起皮肤
瘙痒。

江西省高安市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刘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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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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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受精卵的着床， 准妈妈
体内的激素水平开始发生改变，
变化的激素水平不仅会影响准妈
妈的情绪， 口腔内的环境也会产
生相应的变化。 牙周组织因此而
变得更加敏感， 也增加了牙龈炎
症， 甚至牙龈瘤发生的风险。 如
果准妈妈有阻生智齿， 还有患智
齿冠周炎的隐患。 因此， 备孕前
的口腔检查是安然度过孕期的重
要一步。

除使用正确的刷牙方法进行
每天两次的口腔清洁外， 还可以
使用牙线、 淡盐水漱口， 保持口
腔清洁。 如果有孕吐现象， 更应
该在呕吐后使用清水或漱口水漱

口， 因为胃内食物呈酸性， 易腐
蚀牙齿， 造成酸蚀症。

发现有口腔疾病后， 应立即
进行对症治疗， 口腔治疗应选择
安全期 （孕龄 4-6 个月）。

准妈妈应调整饮食结构， 少
食甜食， 因为甜食易导致龋齿。
患有龋齿的母亲易在孩子出生后
将致龋菌传给孩子， 增加孩子的
患龋风险。 胎儿的第一颗牙齿开
始发育在怀孕的第三个月， 富含
矿物质的食物不仅对准妈妈有
益， 也有利于胎儿牙齿、 牙龈的
发育。
长沙市口腔医院 龚伶玲 肖海波

通讯员 卢一晗

张医生：
我儿子 6 岁了， 洗澡时发

现他包皮过长， 到医院检查时
医生说属于先天性包茎。 请问
孩子是否需要做包皮环切术？
手术有危险吗？

四川读者 小颖
小颖：

有数据显示， 几乎每个男
婴生下来都有包茎， 约 8%的男
孩 6 岁时仍是包茎状态， 到 16-
18 岁时这个比例仅为 1%左右。
这说明一部分先天性包茎会自
愈 ， 而另一部分先天性包茎 ，
则和后天性包茎形成 “传承 ”
关系： 先天性包茎→皮肤分泌
物积聚在包皮下的阴茎头部表
面→包皮长时间盖着→皮肤分
泌物形成包皮垢散发臭味→引
起包皮反复感染→包皮病化→
后天性包茎。

割包皮的好处和弊端， 目前
都没有定论。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
防中心 （CDC） 研究证明， 包皮
环切术能降低尿路感染、 多种性
传播疾病、 阴茎癌、 包茎、 龟头
炎及 HIV 感染等风险； 对女性
伴侣的健康也有好处， 能降低人
乳头瘤病毒导致的宫颈癌风险。
包皮环切术虽然是小手术， 但对
医生的技术和手术室的环境要求
较高。 孩子割不割包皮， 怎么
割， 什么时候割， 必须由正规医
院的医生根据孩子包茎的具体情
况来决定。 包皮环切术一年四季
都可以做， 夏天穿得少， 术后护
理比较简单、 方便， 而且多数家
庭都装了空调， 伤口不易感染。
术后 1-2 周可愈合。

张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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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退后 消毒跟上

晚餐太晚 糖尿病和心脏病风险增大

�������肆意的洪水正在缓慢退去， 在重建
满目疮痍的家园时， 我们首先要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对重点场所的室内外环
境和物体表面进行清污、 消毒， 确保
大灾之后有效预防传染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