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过而立之年的刘先生最近一段时间
经常落枕，疼得他不敢转动脖子，原本身形
灵活的他变得反应迟缓，不得不向医生求
助。医生仔细问诊后告诉他，这可能是颈
椎病的前兆。

反复落枕需引起重视

医学专家解释，颈椎病最常见有五大
类型：颈型、神经根型、交感神经型、椎动脉
型和脊髓型。其中，颈型颈椎病比较容易
与落枕混淆。很多时候落枕是颈型颈椎病
的临床表现之一。落枕是颈部的急性损
伤，落枕也可以算是颈型颈椎病的急性发
作；而颈型颈椎病是颈部的慢性劳损。落
枕偶尔一次没有关系，反复、经常落枕需引
起重视。

确诊颈型颈椎病必须要满足以下几个
条件：持续或反复发作的颈部酸胀疼痛或
者紧张不适，不伴有上肢的疼痛麻木，颈项
部有压痛，但不伴有放射痛，无神经损伤体
征，颈椎X线片可以看到颈椎曲度变直或
者反弓，颈椎间隙无明显狭窄，颈椎椎体没
有明显增生。

不良姿势诱发损伤

如果没有颈椎病，偶尔一次的落枕往
往与睡眠姿势不良有关。比如疲劳、醉酒
等原因造成睡眠过深，长时间保持某个不
良姿势不动，导致颈部肌肉损伤，出现颈部
疼痛和活动障碍。在此过程中，睡眠过深
是诱因之一，长时间固定某个姿势是先决
条件之一，多见于年轻人。一旦年龄增长，

肌肉关节出现退化，不良的姿势哪怕维持
时间不长，损伤的可能性也会显著提高。

根据习惯调整枕头高度

正常人出现姿势不良多数是这两种情
况：不良习惯和不合适的寝具，后者主要是
指枕头。不过，纠正不良习惯难度较大，大
多数时候只能从调整枕头入手。医学专家
认为，市面上正规销售的四孔或者七孔的人
造纤维填充枕头都可以算是合格的枕头。
可根据自己习惯，再做些调整。比如喜欢
仰卧的，枕头可以低一些；习惯侧卧的，枕
头适当高一点，以相当于一侧肩部的高度
为宜。由于多数人熟睡后姿势无法控制，
大家不要过分迷信那些设计好固定形状的
枕头，除非是为了矫正特殊的不良习惯。

市卫计委

带着感情责任做好援疆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江睆报道：近日，新疆温泉县卫

生计生系统考察团一行10人，来我市学习考察医疗卫
生工作，并对接2018年对口援温卫计工作。

考察团先后到县市区医疗卫生机构、市中心医
院、梓山湖大健康产业示范区参观，随后在市卫计委
会议室参加了援疆工作座谈会。

从会议获悉，“十三五”以来，我市卫计系统先后选
派了1名行政人员、19名医务人员赴新疆温泉县开展援
助工作，累计送去对口帮扶资金130余万元。我市卫计
系统的援疆工作，在当地干部群众中深受好评。

市卫计委主任李华平表示，全市卫计系统要不遗
余力支持新疆温泉县的卫生计生工作，要提高政治站
位，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实实在在地援疆；要根据咸宁实
际，在医务人员、设备、科室建设等方面落实援疆工作。

新疆温泉县也对我市多年的援疆工作表示感谢。会
上，双方还签订了《湖北省咸宁市卫计系统对口援疆协议》。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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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城人民医院实施急诊PCI手术

急性心梗患者化险为夷
本报讯 通讯员吴林艳报道：3月16日晚上10时

许，一位患者因突发胸痛伴大汗送入通城县人民医
院，经超完善18导心电图及心机酶学临床诊断为急性
广泛前壁心肌梗死，该院与家属沟通后，立即施行急
诊PCI手术，患者最终化险为夷。

当晚10时，该院心内科来了一个特殊的患者，患
者面色苍白，一直喊着胸口闷痛,伴大汗，烦躁不安。
心电图提示”急性广泛性前壁心梗”。该院胡龙才团
队随即为患者制定了周密的诊疗计划：立即予卧位休
息，吸氧，解除疼痛，药物抢救等。医生解释病情，告
知处理方案，患者家属同意立即送患者入导管室，予
一口药（阿司匹林肠溶片300mg，替格瑞洛180mg，
心肌梗死行急诊PCI术前用药）进行急诊PCI手术。

介入室里，副主任医师胡龙才和住院医师李毅沉
着冷静、配合默契，在手腕上进行桡动脉穿刺。他们
将细细的导丝越过桡动脉、肱动脉、腋动脉、锁骨下动
脉、主动脉，最后到达冠状动脉。注入造影剂后显示
前降支近段全闭，病人病情很重，胡龙才等立即予以
指引导丝，冠状动脉球囊开通血管，在狭窄处植入一
枚支架，支撑起闭塞的血管打通了生命线。

从患者入院到支架植入，仅用50分钟。目前，该院
已成功开展20余例急诊PCI。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胡龙
才提醒广大市民：胸痛要及时就诊，时间就是生命！

jian kang jiao yu

教育

通山县卫计局

积极做好灾后防疫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熊丹报道：4月13日，通山县黄

沙镇高差坪村、上泥湖村、大地村遭受严重的水灾。为
了确保灾后无传染病疫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通山县卫计局联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队，赶
赴现场进行消毒处理。

连续4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队对受灾的3
个村进行消毒处理。累计出动消毒车辆7次，人员31
人次，使用防护用品27件，84消毒液5件，75%漂白精
粉200公斤，消毒面积约达到4700平方米，对生活饮
用水的水源水质监测采样12个。通过此次对灾区的
消毒及巡查，进一步加强了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提高
了部门应急处置的协同机制，锻炼了应急队伍的快速
处置水平。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家住咸
安青龙社区的俞爹爹，平时喜欢煲汤，且
多搭配中药材炖煮，认为这样是“食
补”。俞爹爹想咨询，药材搭配食物一起
煲汤，对于治病、养生是否真有裨益呢？

青龙社区卫生服务站相关负责人介
绍，平常很多居民都喜欢用各种药材煲
汤，但事实上，各类药材并非完全无毒。
且任何药物都需经肝脏代谢，药材使用
不当，同样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甚至
导致肝损伤。

以党参乌鸡汤、人参乌鸡汤为例，居
民一般认为参类益气，但参种类繁多，党
参、人参、西洋参功效有所不同。有的参
类多食会上火，也不宜长期大量食用。
而火气很旺、体质强壮的人如果喝了当
归生姜羊肉汤，就会加快心跳、出汗增
多，虽然不至于生病，但也会难受一阵

子。
药材的服用剂量也是有依据的，不

同的剂量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很多
人炖汤喜欢一股脑加很多药材，且长时
间炖煮，药性有可能改变，引起慢性中
毒。

另外，购买药材要到正规经营场所，
因为各类药材同名异物、异物同名的情
况很多，如果没有一定专业知识，难辨真
假，加之药材的产地、种植、采收、炮制等
不同，会导致质量参差不齐。

很多人身体本来很健康,仅仅觉
得“补补总没害处”,就长期用滋补药
材炖汤，结果无端增加了肝脏的代谢
负担。因此,有煲
汤习惯的家庭,最
好不要随便用药
材煲汤。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一个晚
上，喉咙又哑了。”近日，家住希望桥的周
女士为孩子小悦的嗓子烦恼不已，她说，
孩子的咽喉很容易受伤，而且一般都要
很久才能恢复，她咨询：“如何保护好咽
喉？”

希望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保护咽喉要从良好的生活习惯开
始。平时应注意说话方式，要用适当的语
速和语调，尽量平和点说话。说话速度不
宜过快，且说话之间要有停顿吸气，一句
话不要拉得太长。也不要经常大声说话，
更不要过分大吼大叫，这样可能会导致嗓
子沙哑，甚至失声。如果孩子是个急性

子，教他在说话语速方
面减慢些。

每天说话的总时间
最好不要超过三个小

时，连续说话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要让
声带充分休息。要多用鼻呼吸，改胸式呼
吸为腹式呼吸。

多喝温开水。水乃生命之源，日常生
活中，要多喝温开水，这样不但有利于防
止喉咙干痒痛，而且有利于保持体内水的
平衡，充分地滋润声带。

注意饮食。避免刺激性食物，少吃过
热、过凉和辛辣的食物，戒烟少酒。

感冒时避免用嗓。感冒发烧的时候
可能会伴随着喉咙痛，此时此刻千万要避
免用嗓，如果过度用嗓可能会加重喉咙负
担，引发喉咙疾病，雪上加霜。

如果嗓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呈现
沙哑状态，喝胖大海也难以让声音变得响
亮清脆了，就要考虑到声带息肉之类的可
能性，这时最好去医院检查一下，及早进
行治疗。

专家称，因红斑狼疮患者中有40%的
人对阳光过敏。被强烈阳光暴晒后，患者
的面部或手及其他暴露部位可出现红斑，

而原有红斑皮损的患者暴晒后则使皮损
加重，严重者会引起疾病的复发。

所以，红斑狼疮病人应避免在户外

的阳光直晒下活动。如必须在阳光下
活动时，一定要戴上遮阳帽或打遮阳
伞，穿长袖上衣和长裤，以免被阳光中

的紫外线照射皮肤，加重病情或使疾病
复发。 （本报综合）

这种湿疹反复发作
罪魁祸首竟是阳光

温泉办事处

开展全国助残日捐赠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王波、吕翠红报道：在第28个全

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咸安区残联、温泉办事处和桂花
路社区联合开展了全国助残日捐赠活动。

此次活动，为辖区40名残疾特困人员捐赠了衣物
和食用油。其中重残疾人员唐海珍的丈夫陈爹对党和
政府的关怀倍感温馨，他说：“我老伴2016年中风，属于
重残人员，家庭十分困难。社区钟俊桥同志得知我家
的情况后，帮我老伴办理了残疾证，对我家卫生间进行
了无障碍设施改造。社区领导对我也是十分关心，逢
年过节都是上门看望，我心里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据悉，桂花路社区共有149名残疾人，为残疾人办
理了重残补贴60余人和困难生活补贴70余人；实施3
户卫生间改造；申请了2个轮椅和3根盲杖；为残疾人
申请燃油补贴，到阳光家园托养；办理了大病救助、临
时救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

不是都说晒太阳对身体好吗？但有人却不能晒太阳。记者日前从皮肤病专病门

诊了解到，日光性皮炎、多性光化性皮炎、慢性光化性皮炎等皮肤病患者都不宜晒太

阳。皮肤病防治专家表示，尤其是慢性光化性皮炎，目前公众对此知晓率仍不高，常常

误以为是普通的湿疹或荨麻疹，没有做好防晒或避光工作，导致皮肤问题久治不愈。

官桥镇

新建优待女性公厕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日前，一个长6米、宽

7米，拥有6个女性蹲位和4个男性蹲位、造价4万多元
的公共厕所，在嘉鱼县官桥镇两湖村建成投入使用。这
是该镇落实联合国性别比失衡项目的一个典型事例。

据了解，作为联合国人口基金第八周期“应对性别
选择和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项目试点乡镇，官桥镇党
委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在项目试点
的两湖村广泛开展治理性别比失衡，政策上突出性别
平等，突出女性地位，提高女干部比例，加大对“女能
人”的宣传，完成实施项目基线调查，召开了第一次村
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村妇联主席和专兼职副主
席及执委，开展了“关注留守儿童、关注贫困学生金秋助
学”活动，将性别比纳入村规民约，利用14000元扶贫资
金，帮助沈三元、韩小琴等5名女性学车就业。

50多岁的黄伯平日喜欢爬山挖草药，
他患有“湿疹”多年，每次用了药就有好
转，没多久又反复发作。他近日到医院仔

细检查才发现，原来他的皮肤瘙痒红肿根
本不是普通的湿疹，而是慢性光化性皮
炎，罪魁祸首竟然是阳光。

专家介绍，该病是由于强烈紫外线长
期照射，引发皮肤光变态反应。是一种以
湿疹样皮炎为表现，但存在明显的光敏感

性的皮肤病，病因复杂，迁延难愈。
“主要好发于中年男性，特别是户外活

动较多的人群。”专家说，“如果患者感受到出
门日晒后，甚至在室内有玻璃的地方，头面颈
部、手背和手臂的‘湿疹’明显发作或者加重
时，应该怀疑是否患有慢性光化性皮炎。”

什么是慢性光化性皮炎？

要确诊是不是慢性光化性皮炎，患者
应该向医生提供详细的病情变化、可能接
触或者服用的致敏物质、特别嗜好或者习

惯，帮助医生进行临床诊断。但确诊需要
进行“光生物学诊断”，如光试验、光斑贴
试验、斑贴试验以及血液检查和病理活

检。
专家介绍，光试验和光斑贴试验是

帮助诊治光敏性皮肤病必需的检查手

段。两者都是在身体上试验，受到个人
体质和用药的影响，一般建议疾病稳定
期进行检查，检查前后应该避免暴晒，检
查前应该停用抗炎抗过敏药物，受试部
位在检查期间（三天左右）避免洗浴和摩
擦。

做“光生物学诊断”才能确诊

专家提醒，很多中老年患者可能同
时合并其他内科疾病，如高血压、糖尿
病、骨关节病等，可能需要服用多种西药
和中药。这类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是否使

用了光敏性的药物，可能是一些慢性光
化性皮炎的病因。“临床上往往这些病人
身上发痒，医生当湿疹来治，反反复复治
不好”。

原因可能就在药物上。常见的光敏
性药物，包括四环素类、磺胺类、喹诺酮
类等抗生素，灰黄霉素、噻嗪类利尿剂，
镇静药中的异丙嗪、氯丙嗪，抗组胺药物

如扑尔敏、苯海拉明等，降糖药如格列本
脲、格列吡嗪，止痛药如阿司匹林、布洛
芬等。

专家建议，患者出现皮肤问题时要告
知主诊医师是否合并其他系统疾病以及
用药情况，帮助医师给您更合适的诊断和
治疗。

慢病患者日常用药也可能是诱因

专家介绍，严格的避光防晒是治疗
慢性光化性皮炎最重要的一步。此外，
根据病情严重程度，选择合适的口服和

外用药物治疗，病情严重迁延的患者可
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光脱敏性光
疗”。

如何做到避光防晒呢？专家介
绍，尽可能避免接触包含过敏原及光
敏物质的用品和药物；注意食物的种

类和时间，食用光敏的食物后注意避
光；尽可能避免在上午 10 点至下午 4
点日光强烈时间外出；外出时涂抹宽
谱遮光剂，尽可能选择避光物，如穿
长 袖 衣 服 ，戴 宽 边 帽 子 和 手 套、口
罩。

治疗重点是避光、防晒

专家称，慢性光化性皮炎属于“皮炎
湿疹”这一大类的疾病，急性发作期间不
建议食用太刺激的食品，如辛辣食品、酒

类等。
日常饮食时，光敏性食物吃后避免晒

太阳。光敏性食物有灰菜、紫云英、雪菜、

莴苣、茴香、苋莱、荠菜、芹菜、萝卜叶、菠
菜、荞麦、香菜、红花草、油菜、芥菜、无花
果、柑橘、柠檬、芒果、菠萝等；一些甲壳类

的海鲜也可能具有光敏性；中草药中的白
芷、竺黄、荆芥、防风、沙参等也是光敏性
物质。“

光敏性食物是否一定需要严格戒口
因人而异，建议具体咨询您的主诊医
师”。

病人日常饮食要避免光敏性食物

红斑狼疮病人也不能晒太阳

药材煲汤需谨慎 如何保护好咽喉

落枕会得颈椎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