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性皮肤
更易患皮肤癌

������帕金森病又称 “震颤麻
痹”， 是一种以损害黑质纹状
体为主的运动障碍性疾病。
症状有震颤、 肌强直、 运动
徐缓、 姿势反射减少、 便秘、
出汗、 皮脂溢出等， 少数晚
期可出现痴呆、 木僵。 帕金
森病患者能否控制病情， 提
高生活质量， 除了用药和手
术治疗外， 精心、 周到的家
庭护理更重要。

心理护理 患者行动不
便， 长期服药易发生不良反
应， 不少患者情绪低落， 不
配合治疗。 因此， 家人要多
鼓励患者， 多参加一些家庭
活动和社会活动， 分散其注
意力， 保持心情舒畅。

生活护理 患者行动不
便， 反应迟钝， 最好专人陪
护。 例如， 家居保持安静、
整洁、 通风、 阳光充足； 环
境布置简单， 减少路障， 走
路有人搀扶， 常用物放在拿
得到的地方 ； 防止地面湿
滑， 可铺地毯， 卫生间铺防
滑塑料垫， 厕所安装扶手；

不能自行进食者喂食， 食物
做烂些， 细嚼慢咽， 吃饭时
少说话， 以防呛咳； 吞咽困
难者鼻饲牛奶、 稀粥等； 肌
强直者卧床取头高位， 以防
食物返流， 有返流时及时吸
出返流物， 侧卧防呛咳， 以
免窒息和吸入性肺炎； 流涎
多时要经常清洁口腔。

运动护理 维持关节躯
干的活动度， 可打太极拳和
做气功、 体操， 特别要注意
做手指精细动作 （如磕牙、
梳头、 扣纽扣、 拿筷子、 写
字等）； 进行身体姿势训练，
如躯干直立； 进行步行姿势
训练， 如步行时双眼直视，
四肢保持协调； 进行发音训
练， 如对镜子纠正舌头、 口
唇动作 ， 结合唱歌效果更
佳； 进行基本动作训练， 如
做起、 坐、 立、 卧、 蹲等动
作 ， 卧床不起的患者要勤
洗、 勤换、 勤翻身， 预防褥
疮和感染。
广东省连州市北湖医院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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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 呕吐是化疗最常见也
是最突出的副作用之一， 不仅降
低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和生活质
量， 而且还会造成体重下降、 营
养失调、 代谢紊乱等， 增加患者
对治疗的恐惧感， 严重时不得不
终止抗肿瘤治疗。 因此， 积极、
合理地预防和处理化疗导致的恶
心呕吐， 将为肿瘤治疗的顺利进
行提供良好保障。

经历过化疗的患者都会有不
同的胃肠道反应。 急性恶心呕吐
一般发生在给药数分钟至数小
时， 并在给药 5-6 小时达高峰，
但多在 24 小时内缓解； 延迟性
恶心呕吐多在化疗 24 小时之后
发生， 常见于顺铂、 卡铂、 环磷
酰胺和阿霉素， 可持续数天。 医
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来确定
止吐方案， 同时作为患者本人，
也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减轻化疗的

副反应。
改善环境 病房内空气流通

性差， 异味、 噪音及空间拥挤杂
乱等不良因素均可刺激患者， 诱
发或加重恶心呕吐。 因此， 创造
舒适的环境 ， 播放柔和 、 旋律
慢、 频率低的轻音乐， 阅读、 看
电视或从事感兴趣的活动等， 可
以转移注意力 ， 有助于稳定情
绪， 减轻恶心呕吐症状。

合理饮食加强营养 调整饮
食方式， 少食多餐， 每日 5-6 次，
在一天中最不易恶心的时间段多
进食 （多在清晨）， 治疗前后 1-2
小时避免进食； 避免接触正在烹
饪或进食的人员， 减少刺激； 进
食清淡易消化的高营养、 高维生
素的流质或半流质饮食， 减少食
物在胃内滞留的时间； 食物要温
热适中， 忌酒， 勿食甜、 腻、 辣、
油炸食品， 气味过重、 油腻、 过

热、 过冷都可引起恶心呕吐； 进
食前和进食后尽量少饮水， 餐后
不要立即躺下， 以免食物返流，
引起恶心； 少食含色氨酸丰富的
食物， 如香蕉、 核桃和茄子， 而
偏酸的水果可缓解恶心； 呕吐频
繁时， 4-8 小时内禁饮食， 必要
时可延长至 24 小时， 再缓慢进流
质饮食， 可选用肉汤、 菜汤和果
汁等， 以保证体内营养的需要，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

心理社会支持 肿瘤患者的
心理压力 、 恐惧情绪肯定比较
大， 这些不良情绪可通过大脑及
脑干激发呕吐， 痛苦的呕吐又加
大了患者悲观情绪， 对治疗失去
信心。 因此， 亲朋好友们应该多
陪伴、 多安慰， 鼓励患者树立信
心， 配合治疗。

湖南省肿瘤医院
副主任医师 刘立宇

������对于 “吃货” 们来说， 海鲜无疑是
让人魂牵梦绕的美味， 有人可以为了它
驱车数百公里， 甚至打个 “飞的”。 然
而， 有这么一些人， 却注定这辈子没了
这种口福， 他们就是桥本病患者。

1912 年， 日本九州大学的桥本教
授第一次报道了一种慢性淋巴细胞性甲
状腺炎， 此病因此得名桥本甲状腺炎。
桥本病患者多为女性， 起病隐匿， 进展
缓慢， 目前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 患者
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去了解它， 与它和平
“相处”， 将疾病的危害降到最低。

桥本病的发病与遗传和碘代谢紊乱
导致的自身免疫异常密切相关， 高碘摄
入诱发自身免疫性损伤， 使甲状腺细胞
被破坏， 促进甲状腺功能减退 （甲减）
的发生。 发病早期可能没有任何不适，
仅体检发现， 其主要症状就是颈部甲状
腺肿大， 部分患者还会有咽部不适感或
颈部压迫感 。 约 1/4 患者有一过性甲
亢， 后期多数会发生甲状腺功能减退。
另外， 患者还可能出现桥本甲亢、 突
眼、 桥本脑病以及其它自身免疫性疾
病， 应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

轻度甲状腺肿大、 无压迫症状， 不
伴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无需特殊治
疗， 定期随访即可 （每半年到一年）。
合并甲减的患者可以用优甲乐替代治
疗， 这种治疗往往是终身的， 空腹用药
生物利用度高， 要避免和钙、 铁等同时
服用。 由于高碘与桥本病的发生有直接
关系， 患者需要严格限制碘的摄入量，
避免进食高碘食物 （海产品等） 或药物
（胺碘酮等）。 建议患者进食富硒食物，
或服用含有硒元素的药物辅助治疗。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王丽华

张医生：
我今年 26 岁， 因为学习压力大

而经常熬夜， 没有性伴侣， 有长期
的手淫史， 近两年出现阴茎勃起不
坚硬， 软得快， 晨勃现象也很少。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是性功
能不行了吗？ 需要到医院治疗吗？

宁夏读者 小王
小王：

根据你的自诉， 你的勃起不坚
硬， 更多的可能是慢性疲劳导致的，
并不是说有多严重的病变， 不要担
心。 勃起是个生理和心理因素控制
的复杂反应， 其中心理因素占很大
比重。 不少男性在一生中因为各种
原因出现暂时性的勃起不满意也不
用担心， 这种情况往往是可以恢复
的， 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 有耐心。
但你必须降低手淫频率， 千万别每
天定时、 多次手淫， 以免形成恶性
循环。 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每周
至少 3 次以上， 每次半小时左右有
氧运动， 如慢跑、 散步， 是保持性
功能的好方法。 如果过一段时间仍
然如故， 建议到医院泌尿科治疗。

张医生

������很多人都知道皮肤分为油性 、 中
性、 干性、 混合型和敏感型 5 个类别，
其中干性皮肤表现为皮肤油脂分泌少，
不仅容易出现皮屑、 干纹、 痒痛， 而且
得皮肤癌的几率也比其他肤质人群要
高。

干性皮肤角质层水份低于 10%， 表
现为皮肤缺水干燥脱皮、 表皮薄有细
纹、 油脂分泌少和毛孔不明显。 那么，
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是否属于干性皮肤
呢？ 最简单的就是到医院皮肤科进行医
学检测， 查一查皮肤的水油平衡。 如果
属于先天不足的干性皮肤， 要想避免患
上皮肤癌， 自然也需要比其他人更多加
留意， 尤其需要远离诱发皮肤癌的高危
因素。 例如， 注意避免烈日暴晒、 远离
辐射源、 少玩手机， 特别要避免在黑暗
的环境中玩手机。 另外， 干性皮肤人群
皮肤护理的第一要务就是保湿， 如选择
含油脂高的中性香皂和洗面奶， 避免使
用泡沫型洁面产品， 而去角质产品应选
择轻柔按摩方式。 至于保湿面膜， 每周
敷 2-3 次为佳， 选择早上 8 点左右和晚
上 10 点半左右敷面膜的补水保湿效果
更好。 每次敷面膜要注意控制时间， 一
般控制在 15-20 分钟即可， 干性皮肤人
群时间还要缩短， 尽量在面膜还处于潮
湿的情况下取下来。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皮肤科主任医师 孙乐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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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