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医生建议

本报11月19日讯 你知道吗？今天是
首个“世界厕所日”。专家表示，一个不卫
生的厕所，不但会增加疾病的传播，还会
污染空气、水源、土壤等周边环境。而不文
明的如厕方式，则导致感染痢疾、伤寒等
多种疾病。

如厕后一定要洗手

“不文明的如厕方式， 会导致感染痢
疾、伤寒、副伤寒、霍乱、病毒性肝炎及寄
生虫病等多种疾病。” 长沙市疾控中心首
席专家、副主任医师王晓之建议，市民如
厕后务必要洗手。

“眼下正是腹泻、流感及皮肤感染等
疾病的高发时节， 尤其是预防呼吸道传染
病，更要注意手的清洁和消毒，最好能每天
几次用肥皂和温水清洗双手。”长沙市第四
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杨波提醒， 年轻父母每
次给宝宝换完尿布或者自己上完厕所之
后，都要用肥皂彻底清洗自己双手15秒，再
给宝宝喂食。

慎用公厕洗手液厕纸

不少市民在公共厕所如厕后，多喜欢
使用该处提供的洗手液和卫生纸。但长沙
市第四医院妇科专家胡丽芳教授认为，兑
了水的洗手液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
菌。同时，一些洗手液不易冲洗，如果未冲
洗干净，残留在手上也会危害健康。

“许多公共厕所的卫生纸往往随意搁
置在洗手台上，其实并不卫生。”胡丽芳还
建议，市民如厕使用的卫生纸应尽量使用
袋装的纸巾，尤其是女性在月经期，最好
随身携带干净纸巾，以免沾染细菌，带来
健康隐患。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龙建勋 谢丹 杨芳

本报11月19日讯
“以前受伤都贴创可贴，
这次怎么就发炎了？”日
前，长沙市民黎冉因为
切菜食指受伤， 贴个
创可贴 ， 伤口没见痊
愈 ， 反而肿了大半个
手指。医生表示，很多
市民逢伤口就贴创可
贴，这是常识性错误 ，

有五种轻微伤口不宜
贴创可贴。

黎冉说， 当时她在
家准备晚餐，切茄子时，
一刀下去切到了自己的
左手食指。“伤口比较
深，流了很多血，我急着
炒菜， 就赶紧贴了张创
可贴。”黎冉表示，贴了
之后血止住了。 后来她

又帮儿子洗澡， 伤口也
没异样。

第二天中午， 她突
然发现食指肿起来了，
而且很痛。“我揭开创可
贴，发现里面化脓了！”
黎冉去了社区医院检
查 、打了消炎针，医生
告诉她， 并非所有伤口
都可以贴创可贴。

“干燥病”让32岁的她满口70岁的牙
冬季干燥，经常口干、牙齿变黑、出现龋齿，千万别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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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季节，人们最大的感受就
是干，皮肤干、鼻腔干、喉咙干……
32岁的李雯（化名）竟然连口腔也
跟着“干燥”起来。而口腔干燥带来
的后果，让她陷入了恐慌中，她的
牙齿开始一块一块地脱落，到今年
七成牙齿接近“掉光”、吃饭要一口
饭一口水才能咽下去。

才30多岁，就有着70多岁人的
牙齿，李雯成了口腔科的“常客”。
最近到长沙市中心医院检查，才发
现引发她掉牙的“罪魁祸首”是干
燥综合征。 长沙市中心医院肾病、
风湿免疫科主治医师罗徐表示，进
入冬季干燥季节，市民可别小觑常
见的皮肤干燥症状。

“怪病”缠身，牙齿一块块脱落

李雯来自湖南岳阳，在长沙某
外企从事文秘工作。“一到冬季，我
就觉得特别难受，四肢冰凉，舌头、
口角经常裂开，咽喉、鼻腔粘膜非
常干燥 ， 有时说话都很费力气
……”李雯感慨道，对于别人来说，
吃块饼干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
对于最近的她来说， 非要一口水、
一口饼干才能吞咽下去。

刚开始，李雯以为这是秋冬季
干燥的症状，只是做些滋补的汤药
犒劳自己。 症状却并没有缓解，甚
至开始了关节疼痛、鼓起莫名的小
包，而且牙齿开始大面积脱落。

“开始频繁牙痛，到小区牙科
诊所检查， 医生说是龋齿……”为
了省事， 李雯就在诊所补了三颗
牙，可没过多长时间， 龋齿越来越
多。让她惊慌的是，龋齿一块块地
脱落。“很多牙齿都坏掉了，一张嘴
就像个吸血鬼， 现在整口牙齿，大
概有七成都修补过……” 很担心
自己的牙齿会影响工作，李雯去了
好几家医院的口腔科检查都查不
出原因。

罪魁祸首竟是“干燥综合征”

近日，李雯来到长沙市中心医
院就诊，口腔科副主任王雨新详细
检查后， 建议她看肾病风湿科。龋
齿看风湿科？ 李雯开始还不信，但
各项检查却显示， 导致她频发掉
牙、关节疼痛的“罪魁祸首”竟是干
燥综合征。

“干燥综合征是一种以侵犯泪
腺、唾液腺等外分泌腺体为主的慢
性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疾病，有很
多种类型表现， 如口腔干燥综合
征、皮肤干燥综合征、眼部干燥综
合征等等。” 长沙市中心医院肾
病、风湿免疫科主治医师罗徐指
出，像李雯这样经常口干，讲话
或进食固体时需频繁饮水，牙齿
逐渐变黑、小片脱落 ，时常出现
化脓性腮腺炎、舌下腺炎、龋齿
等情况，就是干燥综合征的典型
征状。

“干燥综合征病人由于唾液腺
受到损害， 分泌的唾液会明显减
少， 唾液清洁口腔的功能逐渐丧
失，易滋生细菌，除出现口干、粘
膜等症状外，还会出现龋齿症状，
若不及时治疗， 严重者可在半年
内牙齿全部烂掉， 只剩下牙根。”
长沙市中心医院口腔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王雨新表示，不少患者
都把干燥综合征当龋齿，导致所有
牙齿都烂掉。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汤雪 胡佳庆

“目前干燥综合征尚未有有效的
治疗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患者通过精
神调养、饮食调整、加强锻炼、生活规
律等，才能有效缓解症状。”罗徐提醒。

进入冬季干燥季节， 干燥综合征
患者在饮食上应偏于甘凉滋润，多

吃滋阴清热生津的食物，譬如丝
瓜、芹菜、红梗菜、黄花菜、甲

鱼、豆豉等清凉食物，而西
瓜、甜橙、梨子、鲜藕等

也可甘寒生津。
口舌干燥者可

以常含话梅、 藏青果
等，或常饮酸梅汁、柠檬

汁等生津解渴的饮料。应
避免进食辛辣火热的饮料和

食物， 以防助燥伤津加重病情，并
严禁吸烟。但由于干燥综合征病人

病程长，在正确对待饮食宜忌的同时，
亦不可忌口太严， 若长年累月忌口太
严，反而影响营养的吸收，不利于病情
的缓解。

总之，食物要新鲜，荤素搭配，少
食多餐，饮食以适合口味为宜，并保证
充足的营养。

冬季干燥，可食疗缓解症状

“创可贴的吸水性和通气性都比较差， 不利于创伤面的分泌物和脓液的引
流。”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外科主治医师邵启兵表示，小而深的伤口、烧烫伤、伤
口内有异物、被铁钉炸伤、动物咬伤等情况，都不太适合贴创可贴。

邵启兵提醒，如果只是轻微的表面擦伤，只需用络合碘或酒精等消毒就成。
创可贴在沾水后要立即更换。若伤口出现局部发热、疼痛、肿胀等情况时，请及时
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琪

切菜切到手，伤口贴创可贴就行？

昨天是首个“世界厕所日”
专家：慎用公厕卫生纸

五种小伤口不宜贴创可贴

干燥综合征是一种以侵犯泪腺、 唾液腺
等外分泌腺体为主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结缔组
织疾病，有很多种类型表现，如口腔干燥综合
征、皮肤干燥综合征、眼部干燥综合征等。

饮食上应多吃滋阴清热生津的食物

口舌干燥者可以常含话梅、藏青果等，
或常饮生津解渴的饮料

避免进食辛辣火热的饮料和食物

不可忌口太严，不利于病情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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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支招

长沙市文发科学仪器设备有限
公司不慎将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号：01139942、发票代码
：4300121620，金额：6400元
）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公告声明

湖南俊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合格证一张，序号:
Z100302382，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海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43
062119880620141X,声明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建湘
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法人(邓壮
丽 43062619730426002x)变更
为(段湘玲 430224197704095524)

公 告

长沙宏沁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和周红波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镇植基社
区横珊组 107号刘概雄遗失开福
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个体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
430105600174417,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湖南湘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1 年 12 月 2 日核发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 IC 卡，代码号:58700983-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廖朝晖遗失机票一张票号为
7812466638967，行程单号为
1130017339 声明作废

湖南大吉象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的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长沙县医疗保险管理服务中
心遗失 长沙银行星城支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5510000171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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