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乎每个人都碰到过因不小心碰
（划） 手、 脚、 面部或其他部位， 如
果受伤较轻， 大家往往并不在意而
忽视对伤口的及时处理。 伤口没有
愈合好转会红肿、 疼痛加剧， 甚至形
成急性蜂窝织炎的症状， 如全身乏
力、 厌食、 怕冷、 高热等。 最严重的
后果是感染破伤风梭菌， 产生嗜神
经外毒素而引起全身肌肉强直性痉
挛， 患者可因喉痉挛或继发严重肺
部感染而死亡。

急性蜂窝织炎多因皮肤、 黏膜损
伤后皮下疏松结缔组织受病菌感染
导致的一种急性化脓性炎症。 早期
可用 50%硫酸镁做局部湿热敷， 或
用金黄散外敷。 若有发热或症状严
重者则需使用抗生素治疗。 如局部
已形成脓肿， 应马上切开引流。

碰伤皮肤后应及时用碘酒消毒伤
口， 必要时包扎起来， 注意保持清洁
干燥， 避免接触污水、 污物。

湖南省攸县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王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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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万物生长之源， 给我们
的生活增添了光明和温暖。 但任
何人接受过量的紫外线， 都可能
会出现光敏性皮炎， 这与人体自
身的免疫系统没有关系， 大多是
由于户外紫外线 （UVB） 引起
的。 当外源性光敏物经皮肤接触
或内服吸收， 或是皮肤吸收了一
定能量和一定波长的光， 其所致
的皮肤损害形态多种多样， 可表
现为水肿性红斑、 丘疹、 斑块、
结节， 皮损的分布局限于光暴露
部份 ， 如头部 （头发稀疏者 ）、
双额部、 耳前、 颈后部、 手背等
边界较清楚的部位 ， 表皮的红
斑、 丘疹随病情发展可伴脱屑和
色素沉着， 所有患者均有不同程
度瘙痒或灼热感。 若没有及时治
疗 ， 则可能出现皮肤松弛 、 干
燥、 皮肤角质增生、 细胞萎缩，
毛细血管扩张等症状。 如果某些
光敏性的物质进入体内后， 和体
内的蛋白质结合而形成抗原性物
质， 刺激机体产生抗体， 有可能
会导致淋巴细胞或皮下组织细胞
发生癌变。 因此， 从事室外作业
的劳动者切不可掉以轻心。

职业性光敏性皮炎的诊断其
实并不难， 职业病防治所 （院）
一般会根据患者发病前或发病
时， 是否有明确的一定量的光敏
性物质职业性接触史， 并受到一

定强度和时间的日光照射， 而且
皮损发生在与光敏性物质接触并
受到日光照射的部位进行诊断。
同时要实地考察和患者同工种、
同样条件下， 大多数工友是否也
会患有同一种病， 必要时还可以
做光斑贴试验， 试验结果呈晒斑
样反应即可诊断。

职业性光敏性皮炎的治疗其
实也很简单， 一旦发现自己或身
边的工友患光敏性皮炎， 应首先
暂停工作， 及时到当地的职业病
防治所 （院） 或正规医院的皮肤
科治疗， 并根据病情需要适当休
息。 其次就是在治疗期间要严格
按照医生的医嘱及时清除皮肤上
存留的致病物， 讲究个人卫生，
避免接触光敏性物质及强烈的日
光照射， 多饮水， 食物要清淡，
从根本上改变体质因素所形成的
光敏感状态。 另外， 要保持精神
舒畅， 以利气血畅通， 促进皮肤
新陈代谢。

现在正值夏季， 是职业性光
敏性皮炎的多发季节， 从事户外
活动时应当做好防护工作， 如加
戴太阳帽， 穿长衣长裤， 打遮阳
伞， 多喝一些清凉解毒的饮料、
食品， 每天要坚持用温水冲澡，
保持皮肤清洁卫生。
湖南省疾控中心预防医学门诊部

江峰

������一年前， 张大爷体检拍正位
胸片时未发现异常， 但近来因出
现憋气等不适到医院就诊， 经检
查被诊断为“右肺癌 IV 期， 伴
全身转移”。 张大爷及其家人有
些想不通， 为何一年前拍的正位
胸片显示正常呢？

专家解释， 很可能是由于以
下几个方面所致：

肺部肿块生长部位较隐蔽
一般而言， 长在肺部周边的肿块
更容易被检出， 而靠近心脏、 脊
柱、 肺门、 纵膈等处的肿块可能
被上述脏器遮挡而未被发现。

肺部肿块密度比较低 从影
像学来看， 肺部正常组织密度比
较低， 而心脏、 脊柱、 纵膈等部
位密度比较高， 如果肺部肿块本
身密度比较低， 容易与正常组织
混淆， 从而进一步增加通过胸片
发现肿块的难度。

肺部肿块比较小 这是由胸
片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 当肺部

肿块的直径小于 1 厘米甚至小于
0.5 厘米时， 从胸片上就有可能
看不出。 肺部肿块由小变大是一
个较为缓慢的过程， 拍胸片看不
见， 并不代表肺部没有肿块。

既然拍胸片有这么多局限性，
那普通人体检时还有没有必要拍
胸片呢？ 可以肯定地说， 胸片对
肺部病变的检出仍具有重要的作
用。 对于一些怀疑自己肺部有问
题， 主动到医院就诊的患者， 医
生一般会让其同时拍正、 侧位胸
片。 因为一些在正位胸片里易躲
过的肺部肿块， 通过拍侧位胸片，
可以换个角度发现肿块。

对于肺癌高危患者， 如长期
大量吸烟， 长期从事矿工、 建筑
等与粉尘接触密切的人群， 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健康体检， 做一个
针对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其
优点在于更易发现患者肺部小于
1 厘米的肿块。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刘迈

������痔疮是一种发病率极高， 让
患者饱受折磨、 又难以启齿的
疾病。 研究表明， 该病是人类直
立行走的产物。 由于直立行走后
直肠静脉进化没有跟上， 没有形
成静脉瓣， 所以血液在回流时受
到重力影响， 会出现反流， 引起
血液淤积， 使静脉血管扩张形成
静脉曲张团， 从而形成痔疮。 其
实， 在排便的时候， 只要大家多
注意以下细节， 就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避免痔疮的发生。

很多人上厕所时喜欢玩手机
或看书， 这些行为会阻碍排便顺
畅。 排便要动用全身很多组肌肉
才能完成， 如果注意力分散， 势
必会造成排便时间延长。 如果错
过最佳排便时间， 便意消失， 一
些宿便就会排不出， 留到下次排
便时， 大便中的水分就会被肠道
重新吸收， 出现便秘。 而且， 长
时间排便会使腹压增加 ， 静脉
回流受阻， 肛门局部充血水肿，
易引起静脉曲张， 形成痔疮。 所
以， 排便时间控制在 2-5 分钟
内比较适宜。

还有一些人坐在马桶上排便
难， 蹲着排便更容易。 但研究证
实， 坐便能减少蹲位对胃肠等消
化系统的压迫。 当直肠肌与直肠
形成的肛肠角度越大、 直肠越直
时， 排便会越顺畅。 坐便时肛肠
角度约为 80°-90°， 蹲便时肛肠
角可达到 100°-110°。 因此， 建
议已患有痔疮的人群 ， 最好选
择坐便器。

此外， 对于痔疮患者来说，
坐浴能帮助缓解痛痒 。 花椒能
杀菌止痒， 盐水能减轻局部组织
水肿。 可用花椒 20 粒放入锅中
煮开， 加入一勺盐， 之后温水坐
浴 5-15 分钟即可。

中日医院肛肠科教授 郑丽华

张医生：
我最近胃不舒服， 有的时候还

隐隐作痛， 请问该怎么办？ 应做
哪些检查？

江西读者 程先生
程先生：

一般的胃不舒服经休息或吃
药后， 大多能缓解。 如果长期胃
不舒服， 吃药后也不见明显好转，
那就应该去医院检查了。

胃镜检查 通过纤状管由口腔
直接伸进胃体， 直接拍摄胃内表
面情况， 详细了解是否存在充血、
水肿、 糜烂、 溃疡等。

胃肠道造影 从口里喝进造影
剂 （如钡餐）， 覆盖管腔表面， 形
成消化道轮廓， 间接反映出消化
道黏膜以及蠕动情况， 如胃肠动
力、 胃下垂等情况。

无痛胃镜检查 利用超声原理
诊断和检测消化道疾病。 釆用速
溶胃肠超声助显剂， 不插管 、 无
损伤、 无痛苦， 短时间内就能将
各种胃炎、 胃十二指肠溃疡、 胃
下垂、 急慢性结肠炎、 息肉等病
变清晰地检查出来。 由于不插管，
不接触体内， 减少了传染病交叉
感染 ， 更适合于高血压 、 乙肝 、
心脏病、 严重哮喘等的检查。

CT 检查 较少用。 主要用來
检查排除一些少见原因， 或者高度
怀疑某些疾病时使用， 如十二指肠
有否被压迫、 胃壁是否增厚等。

张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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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伤口
也会惹出大麻烦

如影随形的杀手：
光敏性皮炎

�������小熊是某品牌空调机的安装
工， 由于常年在室外安装空调机，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 他每天都要
在烈日下长时间作业， 脸上、 手上
等暴露处的皮肤被紫外线照射得发
红、 发炎， 有难以忍受的烧灼感。
严重时还出现水肿和水疱及全身症
状， 如头痛、 头昏、 乏力、 口渴、
恶心等。 到医院就诊， 医生告诉他
这是最常见的、 典型的职业性皮肤
病中的一种， 叫光敏性皮炎。 像我
们经常看到的“蜘蛛人”、 电焊工、
在马路上执勤的交通警察等由于常
年在露天工作， 患职业性光敏性皮
炎的概率较高。

患痔疮
最好选择坐便器

胸片没查出肺癌
事出有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