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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醒

自从患了下肢静脉曲张后， 李奶
奶的小腿上就经常反反复复地溃烂，
时好时坏 ， 李奶奶自己也没太当回
事， 可是最近这次小腿上的伤口溃烂
都快 3 个月了， 换药也长不好， 伤口
周边还长了一些东西， 在家人的劝说
下， 李奶奶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烧伤疮疡整形科就诊， 该科
主任周忠志告诉她， 小腿上的伤口可
能已经癌变了 ， 必须得住院手术治
疗。

李奶奶住院手术后， 切下的伤口
组织经检查是鳞癌， 周忠志告诉她：
“还好发现得及时， 没有出现转移。”
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 李奶奶伤口愈
合康复出院了。

小小伤口， 怎么会突然变成癌症
呢？ 周忠志介绍： 皮肤溃疡是一种在机
体皮肤上形成的皮肤病之一， 当皮肤溃
疡在病发初期阶段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医

治， 就会发展为慢性溃疡 ， 而慢性溃
疡创面的出现会引发皮肤癌变。

随着社会发展， 糖尿病、 静脉曲
张、 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 慢性
创面越来越常见。 其实普通的创面在
正确的处理下是可以完全愈合的。 可
如果忽视治疗， 溃疡创面得不到及时
处理， 或者在其他一些疾病的影响下
（如糖尿病足、 下肢静脉曲张、 烧伤
瘢痕破溃等） 就会演变成慢性创面。
慢性创面在长期的炎症刺激或反复感
染、 摩擦等因素的影响下， 就很有可
能出现癌变 。 创面癌变多为鳞癌 ,
恶性程度高, 临床常见。

周忠志提醒， 如果创面出现反复
溃烂， 或者溃烂时间超过 3 个月就需
要高度警惕了。 医学研究表明， 慢性
溃疡性疾病若是久治不愈 , 病灶组
织就有可能发生癌变。 例如 , 口腔
溃疡若是治疗数周乃至一个月后没有

治愈， 其转变成口腔癌的可能性就会
大大增加。 慢性溃疡创面也是如此，
其溃疡面若是仍未能得到修复， 创面
受到反复的刺激 , 就可能导致慢性
溃疡创面发生癌变。

此外， 局部异常增生也是癌变的
征兆。 一般正常的创面都是比较新鲜
红润的， 如果出现异常的增生， 比如
突出皮肤表面生长 ， 甚至出现翻花
状、 菜花样生长， 且生长出来的组织
质地硬， 触之易出血， 或者生长呈火
山口样， 周围组织明显出现变性， 伴
有恶臭味， 质地松软呈豆腐渣样或者
果冻状都需要高度警惕是组织恶变的
表现。

周忠志建议大家， 如出现皮肤溃
疡， 应该予以重视， 积极治疗， 尽快
愈合。 慢性皮肤溃疡是一种非常容易
被忽视的常见多发病， 一旦出现皮肤
溃烂， 即使面积很小， 也应该定期去

医院或者诊所就医， 千万不要因小失
大， 造成皮肤感染和扩散。

此外 ， 如果伴有其他基础疾病
（糖尿病、 静脉曲张等） 应该积极处
理原发病。 比如： 严格控制血糖， 有
效控制血压、 血脂水平； 保持足部清
洁， 选择合适的鞋袜， 可有效分散皮
肤易损点的压力 ； 冬天注意足部保
暖， 切记不要使用热水袋、 电热取暖
器或直接烤火取暖， 以免烫伤； 戒烟
戒酒， 吸烟可造成血管痉挛而加重缺
血， 并应避免被动吸烟， 即家庭成员
也要戒烟。

一些传统使用的药物 （如紫药
水） 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创面， 诱发创
面癌变， 避免反复摩擦刺激， 如果伤
口经久未愈合， 应尽快到正规医院接
受系统治疗， 直至溃疡面彻底治愈，
避免癌症的发生。

（据 《大众卫生报》）

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眼睛一受到
刺激就会流泪， 特别是在刮风或天冷
的时候更明显 。 近日 ， 60 多岁的崔
奶奶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长沙爱尔
眼科医院泪道专科看诊。 崔奶奶告诉
医生刘国勇， 她的眼睛一直有 “见风
流泪” 的症状， 平时在家里待着好好
的， 一到外面风一吹， 眼泪就止不住
流， 有几次还引得热心的路人上前询
问， 别提多尴尬了。 原本早就想去医院
看诊， 但家里事情多， 一天到晚忙这
忙那的， 看病的事就被耽搁下来了。
最近， 崔奶奶总觉得眼睛痒， 内眼角
处红红的， 一摸还有轻微的发热， 同

时眼睛分泌物增多， 别提多难受了。
了解了相关病史后， 刘国勇对崔

奶奶进行了详细检查。 原来， 由于长
时间的泪道堵塞没有得到有效的治
疗， 崔奶奶双眼已经出现了轻微的泪
囊发炎症状。 建议先采用冲洗的方式
疏通泪道， 同时滴用眼药水及口服消
炎药缓解症状， 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来
院复查。

“我这种情况需要做手术吗 ？”
崔奶奶焦急地询问， 刘国勇表示， 类
似崔奶奶的病例很多， 如果通过泪道
冲洗及服药 ， 发炎症状能够得到缓
解， 见风流泪情况也出现好转， 那么

暂时无需手术治疗。 听了医生的话，
崔奶奶稍稍安了心， 她表示自己一定
定时用药， 按时来院复查， 再不像以
前一样拖拖拉拉、 延误治疗了。

刘国勇提醒： “见风流泪” 是老
年人常见的泪道疾病 ， 其原因有很
多。 如： 泪道堵塞、 泪道狭窄、 眼睑
松弛下垂等。 同时， 沙眼、 慢性结膜
炎、 眼结石等眼部疾病， 也可令泪液
分泌增多、 引起泪液排出障碍， 即使
没有寒风刺激也可能会 “泪流不止”，
这些情况需引起足够重视， 及时到医
院进行排查。

（据掌上长沙）

“盐是百味之首”， 没有盐， 再
好的厨师也做不出美味的菜肴。 随着
我们身边的美味越来越多， 盐过量带
来的健康风险也越来越大。

过多的盐 （钠盐） 会升高血压，
而高血压是发生心脏病和中风的首
要危险因素。 同时， 高钠饮食是食管
癌、 胃癌、 脑卒中、 心血管病、 高血
压等疾病的高危因素。 世界上大多数
人都吃盐太多， 而中国是 “重灾区”。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营养学会都推
荐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要超过 5 克， 而
据最新调查， 中国人的人均食盐摄入
量超过了 10 克， 是推荐量的两倍。

少吃盐， 应该成为健康共识， 而
下面几类人更要少吃盐。

【经常头疼的人】 有最新研究让
受试者分别食用高盐、 中盐、 低盐的

饮食各 30 天 ， 结果发现 ， 每天吃 8
克盐的人比那些吃 4 克盐的人头疼次
数多 1/3 以上。 想想你突然头疼的经
历， 是不是那天的菜盐放多了？

【容易水肿的人】 人体内的水分
滞留情况和钠的摄入密切相关。 有研
究表明， 钠的摄入量过多会引起水肿、
头疼、 腹胀等一系列症状。 尤其对女性
来说， 月经前几天， 情况会更加明显。

【肠胃不好的人】 摄入大量含盐
量高的食物会使胃里保护性黏液的
黏度降低， 从而降低它对胃壁的保护
作用， 使胃壁更容易受到伤害， 导致
胃病的发生。 长期大量摄入高盐量的
食物也会增加患胃癌的风险。

【皮肤差的人】 由于渗透压的作
用， 当摄入大量盐以后， 身体中的水
分会减少， 排出身体的水分会增加，

从而会导致皮肤缺水， 不利于保湿。
【慢性咽炎的人】 过量的盐会导

致咽喉黏液增加， 使嗓子更加浑浊不
清 。 咽喉经常发炎或者患有咳嗽的
人 ， 一定要减少盐的摄入 。 包括瓜
子、 油炸花生等表面含有大量盐的坚
果炒货也要少吃。

【肾病和高血压患者】 肾脏是钠
排出体内的必经通道， 盐分摄入过量
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而过量钠也会引
起高血压。 因此， 肾脏不好的人、 高
血压患者都要少吃盐。

【骨质疏松的人】 有句话说得
好： “少吃盐等于多补钙。” 当盐分
摄入量过多的时候， 身体会努力把多
余的钠排出， 但同时也会增加尿钙的
排出量。 这会加重骨质疏松。

（据 《人民日报》 海外版）

推荐： 广东省中医院临
床营养科

主要功效： 散寒止血 ，
温中益气

推荐理由： 宫寒不调 、
宫冷不孕的妇女、 脾胃虚寒
的人群。

材料： 新鲜艾叶 100g、
光鸡半只、 枸杞 5g、 生姜适
量 （3~4 人量）。

烹调方法：
先将鸡切块洗净焯水备

用， 艾叶清洗干净， 锅中加
入鸡、 生姜及清水 2L， 大火
煲开后改用文火继续煲 45
分钟， 然后把洗净沥干水后
的艾叶放入锅中再煮 5 分
钟， 最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
食盐、 白胡椒等即可食用。

汤品点评：
艾叶是一味中药， 其性

温味辛苦 ， 具有温经止血 、
散寒止痛， 外治皮肤瘙痒等
功效 ， 其能暖气血而温经
脉， 逐寒湿而止冷痛， 临床
可用于虚寒性出血及腹痛 ，
对虚寒性月经不调 、 痛经 、
崩漏等均有作用； 如果女孩
子平常经常痛经， 用热水袋
热敷后可缓解， 或者平时喜
欢吃温性食物， 如遇寒凉食
物则容易腹痛腹泻者都可用
这款汤水调理， 但经期不宜
服用此汤水， 以免温经太过
导致经量增加。

（据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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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风流泪， 警惕泪道炎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