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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咨询

马齿苋治带状疱疹

健康指南

你的养生观该升级了

医生提醒

小小创可贴 你真的会用吗
前不久，苏州一家医院收治了

一个 4 岁女童，女童左手中指的末
节发黑，已坏死多日，需要进行截
肢手术，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令
人意外的是，女童手指坏死，竟和
贴了创可贴有关。原来，其家人为
防止创可贴松掉脱落，还用皮筋进
行缠裹。这种不当处理，造成了女
童手指血液流通不畅，最终坏死。

这 个 病 例 听 来 实 在 匪 夷 所
思。原本为日常家居必备、促进伤
口愈合的创可贴，怎么反而害了人
呢？

创可贴是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
外科用药，俗称“止血膏药”。它主
要由平布胶布和吸水垫组成，具有
止血、护创的作用。

事物都有两面性。创可贴的优
点是能够压迫止血、保护创面、预防

感染、促进愈合，而且体积小、使用
简单、携带方便。它的缺点是胶布
透气性较差，人体局部所正常分泌
的水汽和汗液不能穿透这层胶布，
于是对局部皮肤产生浸泡作用，具
体表现为局部皮肤褶皱。

另外，使用创可贴要注意以下
三点。

第一，创可贴的最长使用时间
不能超过12个小时。如果在此期
间创可贴被水浸湿或有其它脏污情
况，应立即更换。

第二，贴创可贴不可缠得太紧，
尤其是手指和脚趾。缠得太紧会导
致厌氧菌滋生，加大感染和患破伤
风的几率。

第三，不要环状包扎。手指和
脚趾的动脉在其两侧，缠得过紧会
导致血流循环不畅，轻者伤口处肿

胀，严重者可能导
致指（趾）末端坏
死，甚至截肢。

哪些伤口不
可以用创可贴

小 而 深 的 伤
口 比如，被钉子或
刀尖扎伤，这类伤
口不彻底清创会造成厌氧菌的滋
生，导致感染或破伤风；

感染伤 比如疖子、脓包；
动物咬伤 这类伤口应用肥皂

水反复冲洗，然后暴露伤口及时就
医；

烧烫伤 这种伤口创面比较大，
使用创可贴有可能导致感染或加重
感染；

轻微表皮擦伤 用医用酒精或
碘伏涂抹后暴露伤口，就能达到防

止感染的目的；
伤口不干净或有异物 使用创

可贴会加重感染，或导致异物残留；
已污染或感染的伤口 创面有

分泌物或脓液的伤口不能使用创可
贴。

切记，也不可随便在伤口上涂
抹紫药水。因为紫药水收敛性较
强，易使创面结硬痂，影响渗出物的
排出，还会使痂下细菌繁殖加重病
情。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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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示

烧心就是
胃食管反流吗

笔者结合临床和生活思考，将
国人的养生观念从低到高分为了五
级。大家不妨对号入座，看看自己
的养生观念处于什么水平，如果你
是容易上当受骗的那群人，就该升
级了。

第一级：相信昂贵的、稀罕的、
祖传的就是有效的

这是最低级的养生判断力。实
际上，“贵的”真不等于“有效的”。
举例来说，燕窝被赋予了美容养颜
的功效，成为深入人心的“滋补佳
品”，价格不菲。但现代科学研究认
为，燕窝只是几种金丝燕在筑巢时
分泌的唾液和绒羽的混合物，所含
营养成分根本无法支撑它的高昂价
格和“神奇功效”。

“祖传”二字也有迷惑性，轻信
往往吃亏。近年来，媒体报道了诸

多此类事件：号称
“ 神 医 ”实 为“ 神
棍”，不是中医师，
没经过系统培训，
就敢治病开方；自
学一点中医知识，
就敢声称“祖传”，
招摇撞骗。大家应

该，牢记任何疗法都有适应证和禁
忌证，一再夸大疗效和适宜范围，就
值得怀疑了。

第二级：相信熟人的体验
如果你容易相信“熟人吃了某

保健品/中药/偏方有效，那它就是
有效的”，你就属于第二级。

举例来说，邻居最近吃了一款
保健品，觉得身体变好了。可能是
那些天他身体偶然不好，不吃保健
品也会逐渐恢复，吃保健品和恢复
是巧合；也可能是安慰剂效应，即虽
然接受无效的治疗，却“预料”或“相
信”治疗有效，而使症状得到缓解。
所以，个人体验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还得看大多数人吃后有没有效，以
及有没有害。

遇到健康困惑时，周围人可能
纷纷提出各种建议，大多是出于好

心，但绝大多数都是垃圾信息，反而
让你面临分辨真假信息的压力。寻
求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时，建议多
咨询几位可信的医生，不要盲目信
任一位专家，对自己的问题了解得
越多，越能更好地帮助自己；千万不
要病急乱投医，去尝试各种偏方和
不正规的实验疗法。

第三级：相信人群研究
第三级的养生判断力开始具备

“科学光环”，处于这一层级的人相
信人群研究。

举例来说，某企业委托某大学
进行一项研究，经过对数万人的跟
踪调查发现，每天服用冬虫夏草的
成年人，健康状况好于普通人群，进
而得出结论：冬虫夏草能促进成年
人的健康。拥有第三级养生判断力
的人认为，这一结论基于大样本量
研究，非常可信。但实际上，研究本
身经不起推敲。

我们不妨梳理一番。冬虫夏草
卖得很贵，吃得起它的人一般都是
比较富裕的人。这些人的医疗保
障、生活环境、饮食结构等都比普通
人和穷人要好，他们的身体状况本
就可能更好。冬虫夏草能否促进成

年人的健康，还受其他多种干扰因
素影响。实际上，当前科学界对冬
虫夏草的普遍观点是：它不含特有
活性成分，抗癌作用也是子虚乌有，
长期食用可能摄入过量的重金属
砷，存在健康风险。

因此，当你看到一个研究结论，
特别是刷新认知的结论时，最好不
要轻信，看看研究方法是否科学、逻
辑是否正确，再来决定你的态度。

第四级：控制干扰因素
第四级养生判断力必须考虑到

干扰因素。举例来说，A代表“锻炼
身体”，B 代表“身体健康”，C 代表

“年龄”。若要证明“锻炼身体能促
进身体健康”，就得考虑年龄因素。
因为年轻人更爱锻炼身体，年轻人
的身体也更健康。当你观察到“爱
锻炼身体的人更健康”这一现象时，
你无法判断到底是A导致了B，还是
因为C同时影响了A和B。统计学
上，把C叫做“干扰因素”。不考虑C
就贸然说“锻炼身体能促进身体健
康”是错误的。

有些干扰因素比较容易去除，
但你不可能控制所有干扰因素，因
为总有一些因素是你没想到或来不

及控制的。
第五级：随机试验相对科学
所谓随机试验，就是先找出一

些明显的干扰因素，在对这些因素
进行控制的同时，通过增加研究对
象，消除其他未知或不好控制的干
扰因素的影响。

如今，随机试验已成为临床医
学的黄金标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
理局要求，任何新药的问世，都必须
做大规模随机试验。可以说，掌握
了这一方法，你就有了相对准确的
判断力。

整体来看，人类认知这个世界
很难，普通人很难突破前三级，科
研工作者才能达到第四、五级的水
平。现如今信息爆炸，处处都可能
有“伪知识”和消费陷阱，前三级的
养生判断力水平真的不够。要想
简单、有效地提高判断力，就应该
多从“科学共同体”了解信息，比如
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癌症学会、中
华医学会等，以这些组织的名义发
布的指南或建议，是最可信的；还
可以通过正规、权威的媒体渠道学
习养生知识，不要传播耸动的健康
谣言。 据《生命时报》

突发性耳聋（以下简
称“突聋”）是耳鼻喉科的
一种急症，又称“特发性
突聋”，是指患者在没有
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
听不到声音。发病前后
往往伴随耳鸣症状，有些
患者在初期伴有眩晕、恶
心、呕吐情况。引起突聋
的因素很多，下面介绍几
种常见情况。

外伤。发生重大车
祸、头颅损伤、打架等可
出现突聋，有的是一过性
的，几天可自动痊愈；有
的是迟发性的，刚开始没
有，几天后出现听力下
降。

噪音。长期噪声影
响或者突发性的爆破音
也会引起突聋。时下视
频聊天、电话耳机等深受
人们喜爱，殊不知，耳膜
长时间置于这些声波冲
击下，极易受伤害。

压力。有些老人压力大，辛苦、
情绪紧张后，造成耳朵里的血管一
时性或长久性痉挛，一旦血管营养
供应跟不上，神经细胞 3~5 分钟就
会凋亡，形成不可挽回的听力损失。

疾病。老人如果有糖尿病、高
血压、血管相关疾病，可能造成耳周
血液循环差，导致听力下降。病毒、
细菌感染也会引起突发性耳聋。

别错过3天治疗“黄金期”。突
聋治疗的时间越早越好。当老人出
现症状，不要慌张，一般发病一星期
内治疗效果较理想，头3天更是“黄
金期”，最晚不要超过3个星期。如
果在突聋后没及时寻找病因，超出
治疗最佳时间，听力下降的情况就
不可逆转了。 据《生命时报》

美研究人员开发口服胰岛素胶囊美研究人员开发口服胰岛素胶囊
美国科研人员最新开发出一

种口服胰岛素胶囊，未来有望替代
皮下注射，供Ⅱ型糖尿病患者日常
使用。

日前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
上的研究显示，这种胶囊约一颗蓝
莓大小，胶囊内的一枚小针头可将
药物“注射”到胃壁下的血管中。
动物实验显示，其降血糖效果与皮
下注射相当。

这种针头由纯冻干胰岛素针

尖和生物可降解的针杆组成，针头
被固定在一个压缩弹簧上，弹簧被
糖包裹。当胃中的水将糖溶解后，
弹簧会释放出来，将针尖扎入没有
痛觉神经的胃壁，约一小时后会完
全释放进血液，而胃壁下注射避免
了酸性的胃液降解胰岛素。弹簧
和胶囊的其他部分最终可通过消
化系统排出。

研究人员还从豹纹龟“自我
复位”的能力中获得了启发。这

种来自非洲的陆龟有高耸的龟
甲，被翻转后可以挺身复原，由此
研究人员设计出胶囊的形状，使
其可以在胃中调整位置，保证针
尖总能成功扎入胃壁。研究人员
对猪进行的实验显示，这种胶囊
可成功递送 300 微克的胰岛素，
后来又将剂量增加到 5 毫克，这
与 2 型糖尿病患者所需的胰岛素
剂量相当。

据《北京日报》

医学前沿

中医认为，带状疱疹主要是
由于肝经郁热、心火旺盛、脾虚湿
蕴、感染毒邪或年老体弱、血虚肝
旺、湿毒热盛、气滞血瘀所致。

介绍一个治疗带状疱疹的方
子：取干马齿苋，研为细末，每次 3
克，加糖适量调味，温开水送服，
每日 3 次；同时用鲜马齿苋、花生
油适量，捣成糊状，敷于患处，干

后再涂，每日换药 4~6 次，直至痊
愈。

马齿苋为酸、寒之品，具有清
热解毒、消肿利湿、消炎、凉血止
血、止痢的功效，常用于治疗热毒
血痢、痈肿疔疮、湿疹、丹毒、蛇虫
咬伤、便血痔血、崩漏下血等。现
代研究表明，马齿苋含有丰富的
苹果酸、葡萄糖、钙、磷、铁以及维

生素 E、胡萝卜素、B 族维生素、维
生素 C 等物质，营养价值丰富，治
疗带状疱疹可缓解疼痛、促进痊
愈。

患者忌食辛辣肥甘厚味，腥
膻发物。可经常习练八段锦第五
式“摇头摆尾去心火”，通过动作
刺激相应穴位、脏腑，达到舒经泻
热、去除心火的作用。 代金刚

读者李女士问：我最近吃完饭
后就会感觉烧心，有人说这是胃
食管反流病的症状，请问我该怎
么办呢？

专家解答：烧心是指胃酸反流
到食管中，刺激食管而产生的烧
灼感。虽然很多人都经历过烧
心，但并不代表就一定患病，偶发
一两次烧心是正常现象。不过，
频繁地烧心确实和胃食管反流病
有联系。此外，部分患者会出现
消化道外症状，或仅表现为消化
道外症状，如咳嗽、哮喘、咽部不
适等。该疾病还会出现较多并发
症，其中上消化道出血、食管狭窄
较常见。

正常情况下，人在吞咽食物的
时候，食管下括约肌会舒张，这样
会使食物进入胃内。当食物到达
胃后，食管下括约肌收缩，防止胃
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如果食管下
括约肌异常舒张，胃酸就会反流
到食管中引起烧心。如果并非长
期频繁发生，不必过于紧张，调整
饮食及生活习惯即可。 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