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瘦了身却“黑”了肠

最近，一条名为《结肠转黑：芦荟胶囊、
排毒养颜胶囊服用者的标志》的微博引起网
友的广泛关注，微博上发了一张正常结肠和
一张发黑结肠的对比图片， 并称第二张图
“在每一家现代化医院胃镜室数据库里都很
常见”，是“吃一年芦荟胶囊”后的结果———
结肠黑变病，这张“重口味”的照片在微博上
被网友疯传。

对此条微博， 王晓深有体会， 为保持体
形，她经常喝减肥茶、润肠茶，“喝了以后，每天
都能大便，自己感觉体重降了不少。”王晓回忆
道，“过了一段时间后， 发现一旦不喝就会便
秘，后来发展到一天喝3-4次都没效果。”

最近，实在被便秘烦不胜烦的她来到长
沙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就诊，医生给王晓做
了镜检，结果显示她患上了“结肠黑变病”，
结肠都开始发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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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喝润肠茶，把肠子都喝黑了
泻药成分是元凶，月接诊十余“黑肠”患者
停喝6个月以上能自行调理治愈

下乡1个月的晓雯（化名）回长沙后，仅跟老公同房了一次，
就到医院检查出霉菌性阴道炎。一向很注意个人卫生的晓雯怀
疑“这个病只有可能是老公从外面带回来的”，吵着要离婚。

长沙市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刘丽文劝说
晓雯，“把患上霉菌性阴道炎全部归结于丈夫的问题， 可能本
身就是个误会，因为当自身免疫力下降也会感染。”最近因为
温度的原因，该院接诊了不少患上阴道炎的女病人。

“霉菌性阴道炎是种常见的病， 既没有晓雯想的那么严
重，治疗起来也并不困难。”刘丽文表示，有调查显示，75%的
女性一生中至少患过一次霉菌性阴道炎， 其主要为内源性传
染，当全身及阴道局部免疫能力下降，霉菌大量繁殖导致阴道
炎症状。常见诱因还有妊娠、糖尿病、大量应用免疫抑制剂及
广谱抗生素等。

刘丽文提醒，当女性出现阴道炎症状时，要及早到医院查
白带常规以确诊，不能自己胡乱买些洗液自行冲洗。同时，要
避免滥用抗生素，抗生素在杀灭致病菌同时，也抑制部分有益
菌群导致菌群失调。 ■记者 徐焰

通讯员 黄配 实习生 易月 王涵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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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专家教你吃得安全

吃饭谁都会，可怎么吃才安全又营养，
你也许需要专家指点。 长沙市疾控中心发
出征集令， 征集关注食品安全的市民参加
8月31日举行的“健康教育大讲堂”讲座，
食品专家将现场点评日常生活中的安全
“吃法”。 感兴趣的市民可拨打领票热线：
0731-84785773。 ■记者 徐焰

通讯员 谢丹 实习生 易月

我省将建一批
儿童重症技术示范基地

由省儿童医院领衔的“十二五”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儿科应急救治相关技术的
研究与推广应用项目近日启动。 该项目以
提高儿童与新生儿危重症患者救治成功
率、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为目标，将探索建
立一批儿童与新生儿重症技术示范基地。
以完善我国儿童急救医疗服务体系， 从容
应对各种儿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重症儿
童的抢救。

■记者 洪雷 通讯员 姚家琦 李奇

去年7成乡镇卫生院
未发生医疗纠纷

省卫生厅26日召开全省乡镇卫生院
管理年活动总结表彰大会，19个先进县级
卫生局、210所先进乡镇卫生院、150名优
秀个人受表彰。

据介绍，2008年全省启动乡镇卫生院
管理年活动以来，医疗差错事故明显下降，
近70%的县去年未发生一起医疗纠纷，重大
医疗纠纷事件发生率为零。 乡镇规范化电
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50%以上，乡镇儿童免
疫规划疫苗全程接种率达95%以上。

■记者 洪雷 通讯员 王红艳

妻子染病别急着怪老公
免疫力下降最易“中枪”

多喝水、穿宽松内衣可预防

专家表示， 高温天多发的阴道炎等妇科病， 是可以预防
的。高温天人体水分流失大，多喝水不但可以补充水分，还可
把细菌等有害物质排出体外。建议日饮水量为2500毫升以上。
当然，喝水防病的前提是及时排尿，如果憋尿时间长了，容易
出现尿液在尿道里逆向行驶，导致尿路感染。

另外，选择内衣时，尽量选择吸水性、透气性好的纯棉、宽
松的内衣。一些女士为了塑形，大热天还穿束腰、束腹紧身内
裤，极易因为腰部血液循环不畅，出现盆腔炎症。

为减肥保持苗条身材，两年来一直喝各种排毒润肠茶的王晓（化名）现在后悔了。
8月29日， 在长沙市中心医院胃镜室门口，29岁的她拿着化验单非常惊讶：“怎么会这
样？肠子全变黑了！”原来，她患上了“结肠黑变病”。

让王晓结肠变黑的元凶就是她喝的各种润肠茶。 一些排毒保健品之
所以能快速“排毒”，是因为里面含有蒽醌类泻药。消化科专家表示，长期
滥用蒽醌类泻剂，很容易引起结肠运动功能混乱，让人患上“结肠黑变病”。

结肠黑变病，是
指结肠出现一种黏

膜色素沉着性病
变， 镜检下可见
结肠黏膜呈棕褐
色或黑色。很多
强泻剂中都含
有色素，它们会
长期沉积在结
肠黏膜上，继而

形成黑变病。
“肠道发黑的患

者大多是长期便秘
的病人， 他们经常
服用大黄 、 番泻
叶、肠清茶、减肥
药等促排药物，这

些药物中所含的蒽
醌成分，是引发结肠黑变

病的主要原因。” 长沙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曾
亚介绍，“每个月我们都要接诊10-15名结肠黑变
病患者，其中老年人和年轻女孩占了大多数。”

“因吃泻药引发的结肠黑变病， 严重的有可
能导致结肠肿瘤。”曾亚表示，不过市民也不必
过于担心，结肠黑变病是一种可逆性的疾病，

只要及时停用蒽醌类泻药6个月以上，
从饮食、作息、排便等方面加强调理，
大概在1-2年内， 病变会自行消失，无
需进行特殊治疗。

■记者 徐焰 实习生 易月 通讯员 汤雪

肠子变黑与服用泻药有关

年轻女性爱买润肠茶

现在不少年轻女性和腹部肥胖者喜
欢购买各种减肥茶、润肠茶。记者在雨
花区一家老百姓大药房看到，货架上摆
放着各种品牌的减肥茶、常润茶、吸油
茶等。几名年轻的女性顾客正认真地
挑选，并不时向导购员询问。

导购员称， 一到夏天， 买减肥
茶、润肠茶的顾客就特别多，“尤其
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一买就是五
六盒。 还有一些腹部比较胖的中
年男性也比较喜欢买。”

在沃尔玛海王星辰药店，标识
有减肥效果的减肥茶、润肠茶也都
摆放在显眼位置。导购员热情地向
记者推荐起各种品牌，并好心地提
醒：“喝减肥茶会让你不停地拉肚
子，还是会有些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