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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最终被确诊为真菌性鼻窦炎，
是由真菌感染引起的鼻及鼻窦的疾病，过
去发现率较低，近些年逐渐“崛起”。由于
症状比较暧昧，比较难以确诊。市人民医
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顾永贵介绍，真菌
性鼻窦炎分为侵袭性和非侵袭性两种。
侵袭性真菌性鼻窦炎多见于免疫功能低
下或缺陷患者，非侵袭性鼻窦炎多见于有
免疫能力的成人。像刘女士这种情况，属
于非侵袭性真菌性鼻窦炎，是由于真菌在
鼻窦内发生病变，不断增大压迫窦壁，进
而侵占其他器官的生存空间。发作时会
有单侧鼻塞、流脓涕、脓血涕，或因压迫引
发眼部、面部、头部不适。如只有头疼这
种单一症状，需做脑部ct进行确认。

“以前这种病并不多见，近 10 年来，
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以及环境污染，发
病率才有所上升。”顾永贵告诉记者，真菌
性鼻窦炎的发作，一是由于所处环境受到
污染，这种情况下不注意清洁，比如说平
时出门会遇到风沙灰尘，进入室内后不进
行清洗，长此以往，反复刺激。提醒市民
平时出门后，最好对面部以及鼻部进行清
洁，做好卫生工作。其发作原因之二，在
于抗生素的滥用。拿头孢举个例子，这种
抗生素在市场上比较常见，很多市民家中
也常备头孢，杀菌消毒、预防炎症。实际
上，抗生素的滥用也导致了一些以往不常
见的病症发病率提高，真菌性鼻窦炎就是
其中之一。所以，市民平时在家中，要尽
量避免滥用抗生素，身体不舒服，最好去
医院检查治疗。

“虽然真菌性鼻窦炎只需要做个小手
术就能治愈，但前期发作时比较痛苦，容
易导致精神萎靡、记忆力差、易疲劳、食欲
不振，进而影响睡眠质量以及人体消化系
统功能。”如何预防此病的发生？顾永贵
建议除了注意清洁、避免滥用抗生素，市
民平时还要多摄取维生素E，可以多吃葵
花子、种子油。多吃具有减充血作用的草
药和调味品，如洋葱、大蒜、姜、辣根、丁香
和肉桂等。一旦患上真菌性鼻窦炎，更要
注意鼻腔卫生，可经常用盐水清洁。若流
涕，注意擤涕方法。鼻塞多涕者，宜按塞
一侧鼻孔，稍稍用力外擤。之后交替而
擤。 （全媒体记者孙圣悦）

脑壳疼
有可能是鼻窦炎在作祟

夏季养生的重点在于益气养阴，健脾除湿，清
热解暑，五脏并调。以下几款夏季饮品，可以在家
自制，不仅健康养生，而且解暑好喝，老少皆宜。

三黄饮。原料：黄豆、黄瓜、蜂蜜。做法：先将
黄豆煮至半熟，入黄瓜煮烂，后加入蜂蜜即可。功
效：清热解暑，可治疗咽喉干痛。

三白饮。原料：白茅根、白木耳、白砂糖。做
法：将三种原料按自己口味混合，加水煮开即可。
功效：滋阴生津、利尿解暑，适用于暑热之小便不畅
者。

三豆饮。原料：绿豆、赤小豆、白扁豆。做法：
三种豆子下锅，加水煮烂即可，引用浓汁。功效：清
热解暑，利水健脾，适用于暑湿吐泻。

进入夏季后，饮食以清淡、苦寒、富有营养、易
消化的食物为佳，避免吃粘腻难以消化的食物，勿
过饱过饥。同时在日常膳食中应多配些含钾、维生
素与矿物质丰富的食物，也有利于防暑。如茄子、
西红柿、黄瓜、榨菜、紫菜、海带、土豆、豆制品与桃
子、香蕉、苹果、葡萄、西瓜、无花果等。 （胡珍）

晒伤了赶紧敷冷牛奶
晒后72小时内是急救黄金期

当人体自身的修复功能不足以治愈紫外线带
来的伤害时，皮肤就会被晒伤。生活中，皮肤白的
人往往更容易中招；皮肤黑的人黑色素多，抵抗防
护能力更强，皮肤不易老化受损。

皮肤晒伤有三个阶段，初期为皮肤发红发热；
中期皮肤则有灼热和刺痛感，且缺水紧绷的感觉比
较明显；后期，部分人群晒伤后立即脱皮，也有经过
初期、中期后慢慢脱皮的。皮肤晒伤后应进行紧急
处理，如果处理不当，不仅是晒黑、留下晒斑，还会
使肌肤变得敏感、出现皱纹、过早衰老等。晒伤的
次数越多，造成的损伤越严重。有家族遗传性皮肤
病的人，经反复晒伤，容易得皮肤癌。

晒伤后的皮肤能否快速愈合，取决于三个方
面，缺一不可：皮肤健康程度与天然愈合能力，晒伤
的严重程度，晒后护理的方法正确与否。

晒后6~8小时内予以肌肤正确保养，可大大减
少变黑、变干或晒伤的机会。推荐用冷牛奶外敷，
牛奶的酸性对皮肤具有消炎收敛的作用，而且不易
过敏，缓解初期轻微晒伤效果较好。具体方法是：
将牛奶放入4~10℃左右的冷藏室，放凉后，将干净
的小毛巾或纱布浸湿，拧至不滴水，敷在晒伤的皮
肤上。晒伤面积大时，可用毛巾隔5分钟浸一次牛
奶，敷30~60分钟，一天2~3次，持续3天左右，晒伤
的皮肤就会得到修复。

晒后 72小时内是黄金期，可针对暴晒程度予
以不同护肤方式，重点是补水、美白或修复，迅速恢
复晒前状况。这段时间需少量多次补充肌肤水分，
如使用喷雾补水剂。这是因为紫外线照射皮肤后，
水分流失较大，造成皮肤缺水、屏障功能丧失，导致
肌肤光敏感。其次是清除紫外线照射产生的氧自
由基，因为它会攻击正常细胞，推荐口服补充维生
素E和维生素C。急救期可以将维生素E丸切开，
混着常用的润肤乳液搅拌，让两者完全混合，然后
直接涂在晒伤处，能帮助发红、过敏的肌肤在较短
时间内恢复正常，还有滋润、美白效果。（谢明霞）

肩膀疼痛不一定是肩周炎
市人民医院骨关节病区主任医师顾小明

市民刘女士前段
时间总是觉得头疼，
刚开始比较轻微，渐
渐地越疼越厉害，实
在熬不住，去医院神
经内科看了看，并没
有检查出明显症状，
几 经 治 疗 ，不 见 好
转。前几天，甚至疼
晕过去了，由于没法
确认头部具体疼痛位
置，医生无法对症下
药，如此反复，家人还
以为她得了癫痫。直
到做了个脑部 ct，才
发现问题出在鼻子
上。

顾永贵帮患者手术

肩是全身最灵活的关节，也是最
容易“累”的关节。日常生活中，很多
人都有过肩膀疼痛的经历：怕冷、怕吹
风，夏天不敢对着空调或风扇，冬天总
感觉肩膀往外冒寒气。严重时胳膊抬
不起来，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很多人
一遇到肩膀疼痛，就觉得是“肩周炎”，
这种认知存在误区。

63岁的张阿姨一年多前右肩开始
疼痛。起初以为是常年做家务活劳累
造成的，没有引起重视，仅仅是贴了些
外用膏药，但右肩疼痛的症状一直没
有缓解，反而逐渐加重。附近诊所诊
断为肩周炎，先后试了封闭针、针灸、
推拿和小针刀，无明显效果。后经专
家确诊为慢性劳损造成的肩袖撕裂，
并非肩周炎。做完肩关节镜微创肩袖
修补手术，一月后疼痛症状完全消
失。像张阿姨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肩痛就是“肩周炎”吗？】
近年来，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过

去“肩周炎”的概念越发显得不准确，

容易导致误诊。肩关节疼痛的内源性
原因可细化为：肩峰撞击，肩袖损伤，
肩关节骨性关节炎，冻结肩等等。从
外源性原因分析有：颈椎病，颈肩部神
经卡压，冠心病，胆囊炎，胆石症，带状
疱疹等也可以引起肩部疼痛。

【肩袖损伤发病常见】
在肩关节疾病中，发病率排名首

位的是肩袖损伤。肩袖损伤后主要表
现为肩关节的外侧疼痛，尤其是夜间
疼痛明显。另外就是抬胳膊无力，如
洗脸、梳头、穿衣、拿碗筷等日常生活
困难，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肩袖损伤的发生除了与年龄、吸
烟、糖尿病、解剖异常等有关，还与工
作、职业相关。急性损伤常见于猛提
重物、摔倒时肩部支撑，外来暴力牵
拉，家庭妇女晾晒被褥。慢性劳损见
于长期打网球、羽毛球、棒球、游泳爱
好者，特殊职业如船厂的电焊工、餐厅
的炒菜厨师、建筑装潢工人、家政公司
的清洁工等，因长时间过度使用肩关

节造成肩袖组织劳损。
【治疗误区】

人们对于肩膀疼痛的治疗常常会
有误解。其—、习惯借助按摩来舒缓
疼痛。按摩虽能起到缓解作用，但不
能除根治本，且不恰当的按摩手法容
易加重病情，甚至造成损伤。其二、肩
痛只是小毛病。虽然很多肩关节疾病
可以通过各种保守治疗或康复训练来
治愈或缓解，但有部分疾病必须通过
手术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生活中如何养肩】
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姿势会使颈

肩部的肌肉处于紧张状态，得不到放
松，长此以往会造成慢性劳损，因此伏
案族最好 45分钟活动一下肩部，如耸
肩运动、时钟运动等。养肩，运动是最
好的“药”，但无论哪种运动，幅度应以
不感觉疼痛为宜。生活中要养成一些
好习惯，如避免长时间侧卧睡眠，在空
调房间或天冷的时候，保护好肩部免
肩部受凉，记住肩膀要热养。

夏季解暑良饮
三黄三白三豆

房屋买卖、出租、转让靖江最佳平台

80元/天
联系地址：靖江日报社一楼广告部 电话：8４８５２６７８ 窦 燕

场广信产房江靖 息
步行街黄金门面出租

骥江西路（原工薪之家商场）两层1600平
方米，宜作商场、超市、大卖场、专卖店、
金融行业营业厅等。自动扶梯，空调齐
全。联系电话：15261036005童先生

房屋出售
江平路红房子宾馆附近二间四层半，
联排房屋出售，前后大路，产权证齐
全。电话：18021995179

套房出售
出售新江海套房，126平方米，五楼，
全新装潢。拎包入住，120 万元，
13952642642，非诚勿扰

售新港园区新纪元新村B区二间三
层半精装房，有院子，价格面议。联
系电话：13327780007

房屋出售 厂房出租
城南园区汽车城联友路边全新厂
房、办公室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可
出租或项目孵化合作，电话：
18061028004刘总

马洲信息
新世纪一号科技房7楼144㎡毛坯175万元
阳光国际1楼141㎡精装188万元
泰和国际城10楼269㎡毛坯245万元
泰和国际城3楼90㎡精装116.8万元
文昌苑12楼140㎡毛坯63.8万元
虹桥明珠10楼135㎡精装128万元
依江名苑8楼125㎡精装120万元
碧水华庭130㎡精装130万元
东湖花苑1楼130㎡精装116.8万元
城北桥附近1楼65㎡精装33.8万元
富阳二期2楼140㎡精装68.8万元
城南大院2楼135㎡毛坯89.8万元
碧桂园一期3楼113㎡精装135
万元
莲沁苑4楼100㎡精装39.8万元
华立公寓6楼105㎡精装45.8万元
联系电话：15298531118

房屋低价出售
江平路百岁宾馆附近二间四层半
（尖顶，琉璃瓦）430平方米，全框架，
联排（毛坯），前后大路，现低价出
售。电话：18021995179

厂房出售
现有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厂
房对外出售，设施齐全，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8066006098

宏源地产房源信息
御水湾二期115㎡原145.8万现139.8万元
中天城市花园东区90㎡有学位139.8万元
阳光国际118㎡三房精装159.8万元
碧桂园一期126㎡精装各付155万元
同盛花苑边户135㎡毛坯95.8万元
华侨新村3楼90㎡简装有学位88万元
中环花园133㎡豪装有证139.8万元
水墨江南联排304㎡豪装两车位400万元
榕湖世家15楼135㎡毛坯162.8万元
实验学区2间2层半门面有证原188万现158万
元
碧桂园二期143㎡边户毛坯188万元
天伦居120㎡边户精装118万元
实验学区198㎡一间四层精装双证90万元
蹑云社区毛坯房98.8万元
工农路附近2间3层半边户豪装358万元
联系电话：13812398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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