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颈椎病是现代办公一族的
常见病， 如何预防和缓解颈椎
病， 不妨试试以下方法。

1.�选择弹性适宜的床垫
从颈椎病的预防角度说， 应该
选择有利于保持脊柱曲度的床
垫， 以厚度 15~20 厘米， 睡上
后凹陷 3~5 厘米为佳。

2.�选择舒适透气的枕头 理
想的枕头应符合颈椎的生理曲
度， 以质地柔软， 透气性好， 中
间低、 两端高的 “元宝形” 为
佳。 因为这种形状不仅可以维
持颈椎的生理曲度， 也可以对头
颈部起到相对固定的作用。 其
次， 枕芯可以选择价廉、 透气
性好的荞麦枕芯， 也可以选择
质地柔软的棉绒枕芯， 但不论
是哪种枕芯， 都应以 8~15 厘米
为宜， 切勿认为 “高枕无忧”。

3.�保持恰当的睡眠体位
一个良好的睡眠体位既要维

持整个脊柱的生理曲度 ， 又
要让患者感到舒适 ， 这样方
可达到使全身肌肉放松 ， 恢
复疲劳的作用 。 而良好的睡
眠体位应使胸 、 腰部保持自
然曲度 ， 双髋及双膝呈屈曲
状， 最好采取侧卧或仰卧位，
尽量不要俯卧。

4.�注意日常保健 加强颈
肩部肌肉的锻炼， 如头部及双
上肢的前屈 、 后伸及旋转运
动， 既可缓解疲劳， 又能加强
肌肉柔韧度， 从而有利于颈段
脊柱的稳定性， 增强颈肩顺应
颈部突然变化的能力； 纠正不
良姿势和习惯 ， 避免高枕睡
眠， 注意颈肩部保暖， 避免头
颈负重物， 避免过度疲劳； 及
早治疗颈肩、 背软组织劳损，
防止其发展为颈椎病。

湖南省儿童医院
麻醉手术科 王靖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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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42518@qq.com
�������电话：0731-84326251

■张医生信箱

张医生：
我今年刚过 40 岁， 最近两年脱

发特别严重， 试过一些方法， 如针
灸、 服中药等， 但疗效甚微， 眼看就
要“秃顶” 了， 这让我十分苦恼。 请
问， 有什么好办法吗？ 日常生活中应
注意些什么？

读者 胡先生
胡先生：

脱发是男性常见的皮肤科疾病之
一， 尤其是天气干燥的秋冬。 有调查
数据显示 ， 25~45 岁的男性中约有
25%有脱发的苦恼， 除积极配合医生
治疗外， 日常生活中还可从以下几方
面预防和延缓中青年男性脱发。

首先， 应保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
充足的睡眠， 放慢生活节奏， 缓解心
理或工作压力。 其次， 要戒烟， 因为
吸烟会损伤毛囊， 影响头皮中血液
循环， 从而加重脱发。 第三， 要合理
饮食， 多吃些含铁、 钙和维生素 A
丰富以及对头发有滋补作用的食物，
少吃甜腻之品。 第四， 要选择合适
的洗发水、 护发素， 掌握正确的洗
发方法等， 水温不宜过高， 洗发后
少用电吹风 。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 ，
治疗和缓解脱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切不可操之过急或半途而废。

张医生

网址：www.xxmzzyy.com

湖南省民族中医医院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电话：0743—822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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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卡通

������水痘是由水痘 - 带状疮疹病毒
引起的高传染性急性疾病， 冬春为
高发季节， 它主要通过空气、 飞沫
或直接接触传播， 患者打个喷嚏、
咳嗽一下都有可能把病毒传出去。
因此， 疾病流行期间， 尽量不要把
孩子带去人群多的地方， 以防感染。

图 /文 陈望阳

������冬春防水痘

������布鲁氏杆菌是一种革兰
氏阴性的不运动细菌， 一般
寄生在牛、 羊、 狗、 猪等与
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体内 ，
病原体主要是通过感染的动
物 (人畜共患病) 的排泄物和
污染的食物进行传播的。 人
通常是因为接触受感染动物
的分泌物， 或吃了这些动物
制成且灭菌不充分的肉类和
奶制品等而患病， 陈女士很
可能就是被家中的活羊活狗
传染的。 但这种病 “人传人”
的情况比较罕见， 传播途径
也局限于哺乳、 性行为、 器
官移植等。

该病的潜伏期为 2 周至
6 个月， 临床症状与流行性
感冒类似， 体检时可查到腋
下淋巴结肿大， 肝、 脾肿大
等， 早期会伴发热， 体温可
达 38℃~40℃； 有的人体温虽
不高 ， 波动于 37℃~38℃之
间， 但持续时间长； 有的人
体温呈波浪状， 即高热几天，
正常几天后 ， 又开始高热 ，
反复多次。 该病的另一个特
点是多汗， 尤其发病初期更

为明显， 汗质粘稠， 多出现
在头胸部。 到了晚期， 患者
还可能出现骨骼和关节的病
变， 常易误诊为风湿病， 男
患者还易出现睾丸肿大， 女
患者可出现月经不调、 白带
过多等； 此外， 布鲁氏杆菌
病还可能引起细菌性心内膜
炎， 如果不及时治疗， 将会
有生命危险。

布鲁氏杆菌是完全可以
预防的， 如不吃生的或半生
的牛羊肉， 不喝未加工的奶
类； 吃火锅、 铁板或烧烤时，
一定要将肉煮熟； 胎盘是病
畜含菌最多的部位 ， 尽量不
吃； 做牛羊肉菜肴时， 尽量
带手套洗肉、 切肉。 一旦发
现家中牲畜有死亡， 或者是
有流产、 死胎的， 要马上隔
离 ， 并上报防疫站 。 最重
要的一点是 ， 一旦发现有
任何的不适 ， 要及时 到正
规医院就诊 ， 并向医生详
细说明近期接触了哪些动
物， 以免误诊。

株洲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主任医师 谭钰珍

专家：是感染了布鲁氏杆菌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 ， 外号 “见面
传”， 其传染性极强。 麻疹病人
是唯一的传染源， 主要通过飞沫
直接传播， 也可通过污染的日用
品、 衣物等间接传播。

人一旦感染麻疹病毒， 典型
症状为发热， 体温可高达 39℃~
40℃， 同时可伴有流涕、 喷嚏、
咳嗽、 流泪、 畏光、 眼结膜炎等
症状。 发热 3~4 天后出现皮疹，
为玫瑰色丘疹， 自耳后、 发际、
前额 、 面 、 颈部开始 ， 自上而
下波及躯干和四肢、 手掌足底。
皮疹出齐后 ， 依出疹顺序逐渐
隐退 ， 颜色变暗 ， 有色素沉着
及糠皮样脱屑， 1~2 周消退。 疹
退的同时体温也下降到正常 ，
病情自愈。

由于麻疹是病毒性传染病，
目前并无特效疗法， 主要以对症
支持治疗为主， 防止并发症的发
生。 因此， 发病后的护理非常重
要， 如果护理得当， 出疹顺利，
病毒可以充分散发； 如果出疹过
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如受风、 受寒
或并发肺炎、 心衰等， 则病情可
能就会加重， 甚至危及生命。

预防麻疹 ， 主要是接种疫
苗 ， 我国目前主要采用的是麻
疹减毒活疫苗 ， 人接种麻疹疫
苗后 ， 体内会产生抗体 。 这种
抗体一般可维持 10~12 年 （部
分儿童 4~6 年抗体可全部消失），
抗体消失后的人群又成为新的易
感人群。

此外，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 保证室内空气流通； 打喷
嚏或咳嗽时掩住口鼻， 并妥善清
理口鼻排出的分泌物； 麻疹高发
期， 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场所活
动， 均可减少感染麻疹可能。

四川省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感染科主任医师 陈火斤

每天准时发烧难道是中邪了？
������家住株洲市天元区的陈女士和丈夫开了一家活羊活狗
屠宰场， 一个月前， 陈女士不知什么原因， 每天下午都觉
得身上有点发热， 呼出的气也是热的， 还伴有出汗、 乏力
等症状。 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陈女士每次发烧都非常
“准时”， 从下午 1 点到次日凌晨 1 点， 且体温都是 38℃左
右。 陈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株洲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经过一系列检查被确诊为感染了布鲁氏杆菌。

麻疹护理得当
可自愈

预防颈椎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