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拉色菌毛囊炎又称糠秕
孢子菌毛囊炎， 是由马拉色菌
感染引起的痤疮样丘疹， 好发
于 15-40 岁的人， 主要分布于
胸背部， 但颈、 面、 肩、 上臂
等处也可见。 临床表现为成批
出现的毛囊性半球状红色丘
疹， 直径 2-6 毫米， 有光泽，
对皮肤美容造成不良影响， 严
重者还会造成自卑的心理。

该病因丘疹的皮比较厚、
又光滑， 药物很难吸收渗透，
常规治疗方法效果较差， 常常
需要两三个月， 甚至更长的时
间来治疗， 患者要有 “打持久
战” 的思想准备。 中青年患者
常被误诊为痤疮， 服用皮质类
固醇激素或抗生素后会加重病
情。 马拉色菌生长繁殖易产生
游离脂酸， 从而刺激毛囊及周
围组织发生炎症反应。

治疗马拉色菌毛囊炎主要
以唑类抗真菌药口服及配合外
用， 至少用药 4 周， 甚至两三
个月不等； 同时可配合中药治
疗。 对于病情较轻、 皮损少、
新发的患者， 只需火针治疗加
抗真菌药膏外涂就可以治愈；
对于中度、 皮损局限、 反复发
作者， 宜加中医辨证内调， 外
用除湿止痒洗液湿敷； 对于重
度、 感染皮肤广泛、 反复发作
者， 再加用抗真菌药物连续内
服。 另外，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少吃辛辣刺激 、 发性食
物， 饮食最好以清淡为主， 多
喝水， 多吃水果、 蔬菜， 保持
每天通便； 避免外界各种刺激
（搔抓、 热水烫洗、 肥皂擦洗）
和易过敏物。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皮肤科教授 赖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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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被称为 “隐形杀手 ”，
是因为慢性肾病患者早期就出现
水肿、 血尿者还不到一半， 其中
有一些患者的水肿、 血尿是一过
性的。 不少患者早期并没有任何
症状， 或者只有轻微的眼睑、 脚
踝部浮肿， 并未重视病情， 等到
就医时病情往往较重。 检测肾功
能最常见的指标是血肌酐， 常见
通用的指标范围是 44-133 微摩
尔/升 （umol/L）。 有的患者就诊
时测出 150umol/L 左右， 觉得高
出一点无所谓， 殊不知， 这样已
经很危险。 当我们发现肾功能的
检测出现异常时， 哪怕是一丁点
儿的异常， 肾功能的损失可能已
经超过了 50%。 也就是说， 两个

肾脏很可能相当于坏死了一个。
由于肾脏功能损伤， 毒素积

累在体内无法排出， 易导致慢性
肾衰竭。 因此， 平日的护肾和排
毒尤为关键 。 现代医学研究发
现， 汗液里面含有一定量的尿素
氮、 尿素等肾脏毒素， 通过发汗
可以排掉部分毒素。 例如， 采用
中药熏药治疗， 将中药煎汤在双
下肢熏蒸、 淋洗， 以达到疏通腠
理 、 流畅气血 、 排毒解毒之功
效。 另外， 通过中药灌肠、 结肠
透析等治疗方法也可以降低血肌
酐和排掉毒素， 减缓慢性肾衰的
进展。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
肾病科教授 魏连波

������帅气小伙子小叶有一个难言
之隐， 那就是得了肛门直肠瘘 （简
称： 肛瘘）， 常常不知不觉肛门里
流脓， 让他苦不堪言。 可他不好意
思面对医生， 也担心到医院肛肠科
做检查太麻烦， 便一直没有去医院
检查治疗。 其实， 肛肠科的检查并
没有他想象的那样复杂， 常规检查
有视诊、 指诊和肛门镜。 一旦发现
自己的肛门附近长了东西， 或小腹
及肛门有下坠、 便血、 流脓等情
况， 千万不要耽误， 尽快去医院检
查治疗。 因为患病早期病情相对单
纯， 治疗也相对简单。 肛肠疾病拖
到严重了再去治疗， 那遭受的痛苦
会增加更多。

多数情况下， 医生会在患者
陈述病情后进行视诊。 从外观上
看有没有长东西， 有没有颜色的

改变 ， 有没有裂口 、 流脓等情
况。 外痔、 肛周脓肿、 肛裂、 肛
周湿疹等疾病会在外观上引起改
变， 可以通过视诊来初步判断。

指诊 ， 全称叫作 “肛门指
诊”， 是肛门直肠疾病检查中最简
便、 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医生会
用手指在患者肛门内进行触摸，
因为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可靠性，
可以及时发现肛门直肠的诸多早
期病变。 据统计， 国内约有 80%
的直肠癌是在指诊时发现的。 指
诊能对肛门皮肤做痛觉、 触觉、
温度觉的测试， 肛内触诊还可以
辅助检查肛瘘的行径， 瘘管与直
肠环的关系， 括约肌的紧张程度
等， 甚至了解毗邻脏器的情况。

肛门镜是一项操作简单的检
查， 只需一分钟即可完成， 被检

查者不会有任何痛苦。 由于痔疮
是软的 ， 指诊时摸不到硬性包
块 ， 尤其当痔核不是很大的时
候， 很可能被忽略了。 而通过肛
门镜检查 ， 可以看清痔核的大
小、 个数、 黏膜的颜色等， 可以
帮助医生排除痔疮、 直肠炎、 直
肠溃疡等疾病。 由于结肠炎等结
肠部分的疾患， 也是从直肠开始
向上发展的， 因此， 借由肛门镜
检查不仅能观察直肠情况， 还能
初步判定结肠状况如何。

除此以外， 还有乙状镜、 肛
门直肠 B 超 、 肛管直肠测压 、
MRI 等多种检查方法。 每一项检
查都具有针对性， 具体需要做哪
项， 医生会根据病情给出判断，
患者不要因怕麻烦而耽误治疗。

中日医院肛肠科教授 郑丽华

张医生：
我叔公今年 76 岁， 前几天不小

心摔了一跤， 医院诊断为股骨转子
间骨折， 医生说只是一个小骨裂，
建议手术。 请问我叔公是否可以保
守治疗， 不需要手术呢？

广东读者 红女士
红女士：

骨裂是骨折后出现的现象之一，
也是属于骨折的一种。 不同的是我
们常说的骨折是骨的连续性中断 ，
就是有一个断裂； 而骨裂就是一个
裂缝， 但它的外形还是保持完好 。
骨裂后通过相对制动， 一般三到四
个星期就可以恢复了。 但对于老年
人患者， 要是卧床时间太长， 骨质
疏松以及并发症就会出现。 如果是
上肢骨折， 因为可以活动， 再加上
老人年龄大了手术风险大， 可以通
过打石膏或夹板进行固定治疗。 但
是， 有些老人拆除石膏后， 骨头是
长好了， 而那个部位的肌肉却出现
萎缩、 僵硬， 活动不了， 需要卧床。
此外， 老年人摔伤后一般多造成髋
部骨折、 股骨颈骨折等。 这些部位
的骨折都是不能活动的， 也需要卧
床。 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 由于长
期卧床， 会出现肺部感染、 褥疮等
并发症， 那就可以选择微创手术 ，
如通过股骨近端髓内钉技术进行治
疗， 且疗效很好。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骨科疾病研究所所长 教授 查振刚

������糖尿病是一组以慢性血葡萄糖水平
增高为特征的代谢疾病群。 糖尿病肾病
（DN） 是由于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脏损
害， 是糖尿病常见和严重的并发症之
一， 轻者可仅见尿中微量蛋白尿， 重者
可致肾功能不全、 尿毒症。

DN 在不同阶段临床表现不尽相同，
早期不易诊断， 临床上一般以出现微量
蛋白尿作为诊断 DN 的标准， 但需排除
其他原因所导致的尿蛋白排泄增加。

糖尿病肾病多见于病程 10 年以上
的糖尿病患者， 蛋白尿是糖尿病肾病最
早表现， 发病机制十分复杂， 主要有肾
血流动力学异常、 高血糖症、 遗传因
素、 高血压、 血管活性物质代谢异常
等。

糖尿病患者如果出现持续性微量蛋
白尿， 就有可能患上早期糖尿病肾病；
如果病史更长， 尿蛋白阳性， 甚至出现
大量蛋白尿及肾病综合征， 就属于临床
糖尿病肾病了。 另外， 糖尿病肾病早期
会有容易疲倦、 乏力、 耳鸣、 记忆力减
退、 脸色发黄或发白、 贫血、 泡沫尿、
浮肿、 高血压、 呼吸急促等症状。
湖南省宁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沈菁

������精索静脉曲张是一种常见的
男性疾病， 除引起身体不适外，
还会影响男性的生育， 其中原发
性不育患者精索静脉曲张发生率
高达 40％以上。 导致精索静脉曲
张的因素有以下几种。

解剖因素 因左精索内静脉
较长， 呈直角进入肾静脉， 血流
受到一定阻力； 左肾静脉附近的
左精索内静脉无瓣膜， 血液容易
倒流； 左精索内静脉位于乙状结
肠之后,易受肠内粪便的压迫， 影
响血液回流。

疾病因素 如患有腹膜后肿
瘤、 肾肿瘤、 肾积水等， 会压迫
精索内静脉， 引起症状性或继发
性精索静脉曲张。 而原发者平卧
时很快消失， 继发者常不消失或
消失很慢。

生理生活因素 青壮年性机
能较旺盛， 阴囊内容物血液供应
需求增剧， 有些精索静脉曲张可
随年龄增长而逐渐消失。 另外，
久坐久站也会导致局部血液循环
不畅、 腹压增大， 引起精索静脉
曲张。

精索静脉曲张并不可怕， 它
是可防可治的。 在有效治疗原发
疾病的同时， 男性朋友应该动静
结合， 避免久坐久站， 有意识的
加强下肢及盆底肌的运动。

周迪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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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尿
是糖尿病肾病最早表现

肛肠科检查不要怕麻烦

治疗马拉色菌毛囊炎
要“打持久战”

血肌酐超标一点点
肾功能损害已不轻

预防精索静脉曲张
请别久坐久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