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期，
家住咸安银泉社区的王女士感觉自己
皮肤有些敏感，问诊得知是错误的护肤
程序引起了急性皮炎。王女士想咨询，
护肤有哪些误区呢？

银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居民的体质、生活环境各有
不同，要掌握自己的肤质，有的放矢地
去护肤，才能大大地避免“毁脸”的概
率。

不少女性化妆之后，必然要卸妆，
但不化妆的人群也要注意清洁皮肤。
只要用过防晒、隔离产品，或者在空气
污染指数较高的户外待得时间较长，皮
肤分泌的油脂与空气污染物抱团混合
在脸上，都需要使用温和的卸妆产品进
行卸妆。

人体的肌肤有自我修复能力，老废
角质会自行脱落，居民尽量不要频繁使
用去角质产品。尤其是过度清洁，会使
肌肤的健康保护角质层脱落，导致面部
泛红，肌肤变得非常敏感。

如果长时间暴晒在外，尽量使用高
倍数的防晒霜。但秋冬季节频繁涂抹
防晒产品，会对肌肤造成负担。

不少人认为冷热水交替冲洗，会使
得毛孔缩小，但这样会使肌肤和皮肤的
血管变得非常敏感和脆弱，容易导致脸
部红血丝的问题。也不要过度的依赖
面膜，避免角质细胞过度水合，导致皮
肤出于亚健康状态。

护理不当而“毁脸”的结果是不可
逆转的。敏感性肌肤尽量避免不同功
效的护肤品混搭，增加致敏风险。

护肤有哪些误区？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近日，

家住花坛社区的刘女士一大早便听到
全家除她以外的人都在清喉咙的声音，

“咽喉炎又来了，难得防，又难得治。”
温泉花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秋季是咽喉炎的高发季
节，十个人至少有七个人患上咽喉疾
病，而咽喉炎至少有三个。

秋季怎么预防咽喉炎？适量喝水，
保持体内水的平衡可以充分地滋润声
带，避免饮用酒精和咖啡等刺激性饮
品；饮食要尽量吃清淡的食物，不吃
或少吃刺激性食物，特别是不要吃
（如辣椒、大蒜头、生姜等）辛辣食物；
不要留恋酒吧、夜店等室内空气浑浊
的社交场所，保证充足的睡眠；养成
良好的漱口习惯，每天早上、饭后及

睡前都要用淡盐水漱口，保持咽部清
洁；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通过有氧
运动来提高自己的身体体质；注意从
饮食中补充维生素A、维生素C和B
族维生素；不要过度用嗓，讲话的声
音要保持正常，不要高声讲话也不要
故意轻声说话。

咽喉炎如果是病毒引起的，可吃一
些抗病毒的药物，如板蓝根、病毒灵
等。如果是细菌引起的，就要吃一些抗
生素，要对症治疗才能起到效果。具体
病因、病症，最好就医后，由专业医生给
予建议进行治疗。

秋季如何预防咽喉炎?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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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泉社区鄂棉小区党支部

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本报讯 通讯员刘洁、孙芳报道：近日，咸安区浮

山办事处银泉社区鄂棉小区党支部联合浮山卫生服务
中心，开展免费健康体检活动。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耐心解答居民关于疾病防治
的困惑，为居民进行测血压、血脂、做心电图检测、B超
等项目的检查，并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诊疗
和保健建议。尤其是对于血压偏高的居民，医护人员
详细讲解了高血压病的危害及防治方法，提高群众对
高血压病的认识。

据了解，此次活动全程由鄂棉小区支部3名成员
进行筹备与现场管理，大大提高了鄂棉小区党支部的
知名度和凝聚力。

鄂棉小区党支部书记李继忠说：“今后，我们党支
部会继续开展此类利民活动，密切群众与党支部的关
系，提高党支部公信力。此外，也将联合社区对小区环
境卫生问题进行集中治理，努力将鄂棉打造成文明小
区、示范小区。”

咸安区残联

举办全国特奥日宣传
本报讯 通讯员刘洁、黄妮报道：2018年是国际

特奥运动开展50周年，也是我国第十二次全国特奥
日。近日，咸安区残联组织工作人员和助残志愿者在
浮山办事处青龙社区开展特奥日宣传活动。活动期
间，咸安区残联发放宣传材料，普及特奥运动知识，宣
传特奥运动，并为社区50名残疾人发放衣物、食用油
等物资。

而为了给残疾人提供安全、便捷、有效的医疗服
务和个性化的康复服务，青龙社区联合浮山卫生院组
织辖区内的残疾人开展“关爱残疾人· 签约家庭医生”
服务活动。使家庭医生能够更加精准地服务于签约
残疾人，使残疾人的健康与康复得到更好的保障。据
了解，活动当日共有32名残疾人参加了签约家庭医生
活动。湖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体类（残疾人）暨第
十届全省残疾人运动会田径项目比赛中铁饼、铅球和
标枪的金牌得主王伟签约后表示非常欣慰，“感谢政
府对残疾人的关心和帮助。”

此外，青龙社区走访因行动不便未参加活动的5
户残疾人家庭。通过与残疾人家庭进行面对面交流，
了解残疾人的生活现状，后续将开展相应活动来帮助
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大部分的哮喘起始于3岁前。有
一部分哮喘儿童随着生长发育，哮喘
症状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甚至可以
自愈。但这种几率不到三分之一，因
此家长不可掉以轻心。儿童时期规
范治疗，哮喘控制得好，那么成年时
的自愈率也高。如果不及时干预，势
必会错失治疗时机，影响孩子现在和
将来的生活质量，甚至会终身影响其
肺功能。

老年期则是继青少年期之后的

第二个哮喘发病高峰期。老年性哮
喘患者多伴有并发症，老年人也常有
各种基础病，导致治疗更加复杂，老
年性哮喘因此有“晚年杀手”之称。
所以一旦发现老年性哮喘，要积极进
行治疗，日常起居注意护理，尽可能
减少发作的机会。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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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约有3000万人受到哮喘病的困扰，而
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医学专家表示，治疗不
及时、不规范，哮喘可能致命，而规范化治疗，当今
的治疗手段可使近80%的患者疾病得到有效控制，
工作生活几乎不受影响。但调查显示，我国70%的
患者未能实现哮喘完全控制。秋季正是哮喘病的
高发季节，如何有效防控哮喘，有请专家支招——

哮喘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有
人哮喘发作，拿出喷雾剂的镜头。著名歌手邓丽君、相声大师
常宝华都是因哮喘病离世。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也从小饱
受哮喘的折磨。

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哮喘病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普遍
的疾病之一，全球约有3 亿人受到哮喘病的困扰，我国哮喘患
者3000万，且在持续增长。

江苏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黄茂教授介绍
说，哮喘是以慢性气道炎症为特征的呼吸道疾病。它的发病
机制复杂，多由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等共同作用引起。家族史
是哮喘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父母中有人有哮喘，孩子的哮
喘风险会远高于一般人群。在我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哮喘与
过敏有关。

此外，近年来国内外多项研究发现，肥胖和哮喘密切相
关。有资料介绍说，脂肪细胞本身也相当于一种炎症细胞，肥
胖者相当于处在一种慢性炎症状态，这种炎症反应可能会影
响到全身多个系统，其中也包括气道炎症。这可能增加当事
人发生哮喘的风险。而一旦患上哮喘，当事人的运动受限，又
可能会加重肥胖。也有研究表明，肥胖改变了气道肌肉的功
能，增加了患哮喘的风险。

三分之二的哮喘与过敏有关
肥胖人群哮喘风险高

通常情况下，哮喘的主要表现是反复的喘息、气促、胸闷
或咳嗽等，发作时有哮鸣音，常在夜间及凌晨发作或加重。但
不同的人临床症状会有差异。

黄茂教授提醒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患者的哮喘属于非
典型哮喘。

只咳不喘：咳嗽变异性哮喘
久咳不愈患者，有三分之一可能是哮喘。患者只咳不喘，

很容易被误诊为支气管炎、上感等。这种咳嗽主要表现为刺
激性干咳、咳嗽剧烈、夜间咳嗽。使用止咳或是抗生素消炎治
疗通常没有效果，而如果给患者做肺功能检查、呼出气一氧化
氮检查等可明确诊断。

不喘不咳：胸闷变异性哮喘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并命名的全新的哮喘

类型。2003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沈华浩教授接
诊过一例疑难病患儿，持续3年一直有胸闷症状，一天24小
时要求家人不停地搓胸，被多家医院诊断为“精神障碍”，后来
通过气道反应性等特殊检查确诊为哮喘。这种哮喘患者不喘
不咳，胸闷为唯一症状。建议胸闷患者，尤其是反复发作、夜
间好发、可自行缓解以及有过敏病史或过敏家族史者，都要考
虑胸闷变异性哮喘并进行排查。

不喘不咳也有可能是哮喘
留意这些“非典型”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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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茂教授表示，治疗不及时、不
规范，可导致哮喘反复急性发作甚至
死亡，或并发慢阻肺、肺源性心脏病
等。不过，通过合理的治疗和管理，
当今的治疗手段可使接近80%的患
者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控制，工作生活
几乎不受疾病影响，达到临床治
愈。

但有调查显示，我国有70%的患
者未能实现哮喘完全控制。这主要
是因为对疾病认识不足，治疗依从性
差，自我管理能力有限。

黄茂提醒说，在接受正规治疗的
同时，患者的自我管理很重要。

了解过敏原
大部分的哮喘是因过敏诱发的，

因此患者首先要了解哪些因素会诱
发哮喘，诸如花粉、尘螨、某类食物、
药物等，并尽量避免接触。

不随便停药
哮喘的发生和发展与气道炎症

密不可分。因此对哮喘的治疗更关
注气道炎症的控制情况，而不仅仅是
消除症状。但大多数患者或者家属
最大的误区就是：发作时治疗，缓解
了就停药。这样会导致症状不断加
重。黄茂强调，哮喘的治疗最重要的
是预防性治疗，也就是说不要等它发
作了再治疗，而是通过规范治疗不让
它发作，在用药上逐步降级，最终实
现用很小的药量就获得很好的控制
效果。

关注症状变化
对哮喘患者，现在提倡的是，要

像监测血压一样监测哮喘。患者可
利用峰流速仪等工具记好“哮喘日
记”，观察药物控制的效果，有问题及
时就诊。

治疗切忌不喘就不吃药
控制哮喘，自我管理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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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和老年均为发病高峰期
家人应对各有招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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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马来西亚羽坛名将李宗
伟患早期鼻癌”的消息揪起了广大羽毛球
迷的心，不过在最初的新闻报道中有的说
是鼻癌，也有说是鼻咽癌。那么，鼻癌和
鼻咽癌有什么区别？两者在治疗上有什
么不同？

鼻癌首选手术切除

鼻癌通常指的是病变位于鼻腔和鼻
窦的恶性肿瘤，在我国北方发病率高于南
方。鼻癌的相关危险因素包括烟草烟雾、
空气污染及职业性和慢性暴露于吸入性
木屑粉尘、胶及黏合剂等，此外，人乳头状
瘤病毒(HPV)感染与鼻癌的发生也有一定
关系。

鼻癌的临床症状一般出现较晚，发病
初期多无特征性表现，或有单侧进行性鼻
塞、涕血、脓涕或肉色水样涕，鼻窦癌的常
见症状包括面部疼痛或牙痛、鼻塞和鼻出
血。当40岁以上的患者出现持续性鼻腔

分泌物和鼻出血症状时，应考虑到鼻腔、
鼻窦的癌症。在治疗方面，积极的手术切
除是主要治疗手段，加用联合治疗方法如
放疗、化疗等，可改善高复发风险患者的
局部控制。

鼻咽癌发病地域性强

鼻咽癌是发生于鼻咽部(鼻腔后端狭
窄的管状通道)的主要肿瘤类型。鼻咽癌
的发病具有明显的地域和种族分布，在我
国南部如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等省最为
多见，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2—3倍，发病
高峰在50—59岁。此外，在东南亚、美国
的青少年和年轻成人中也观察到了一个
较小的发病高峰。

鼻咽癌的相关危险因素还包括烟草
烟雾、大量食用腌制食物等。此外，EB病
毒在鼻咽癌发病机制中起到主要病原体
的作用。

鼻咽癌早期症状多不典型，容易误

诊。鼻部症状可表现为回吸涕中带血，常
时有时无；瘤体增大后可阻塞后鼻孔引起
鼻塞；耳部症状多为肿瘤压迫咽鼓管咽口
引起耳部闭塞感和听力下降。由于鼻咽
癌具有早期转移的趋势，以发现单纯一侧
颈部淋巴结肿大为首发症状的患者，占鼻
咽癌患者就诊的60%。此外，鼻咽癌常因
侵犯脑神经出现头痛、面部麻木、眼球外
展受限、上眼睑下垂等表现。

由于鼻咽的解剖部位深，且紧邻重要
的神经血管结构和颅底，所以通常不采用
手术治疗。放疗是早期鼻咽癌的主要一
线局部治疗方法。对于晚期的肿瘤患者，
同步放化疗可降低远处转移率，并改善局
部控制和总体生存率。

遇到这些情况尽早就诊

由于鼻癌和鼻咽癌的早期症状多不
典型，定期体检是发现早期鼻癌和鼻咽癌
的重要手段。在遇到以下情况时建议及

早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抽血体检发现存在EB病毒抗体阳

性时；
2.出现单侧进行性鼻塞、涕中带血、尤

其是每天晨起后回吸涕中有少量血丝时；
3.出现单侧耳闭塞感和听力下降时；
4.发现一侧颈部无痛性淋巴结肿大，

活动度差时。 （本报综合）

李宗伟患癌引关注——

鼻癌和鼻咽癌有什么不一样?

嘉鱼县官桥镇

召开计生月例会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9月28日，嘉鱼县

官桥镇计生办召开计生工作月例会，部署下阶段的迎
检工作。

会上，镇计生办工作人员介绍了各村计生工作和
共享平台反馈基本情况，引领参会人员学习奖特扶相
关政策。镇卫生院副院长杜继林详细讲解了《避孕节
育知识》、《孕妇健康管理服务规范》中的服务对象、内
容、指标、要求，还对参会者统一发放《官桥镇村药具
发放员考试试卷》，检测培训学习效果。

老慢支，秋季易复发
慢性支气管炎以反复发作性咳嗽、咯痰、喘息、气促、

胸闷，甚则不能平卧为主要临床表现。秋季气候干燥、气
温下降，老慢支最易复发。要积极预防上呼吸道感染，加
强肺功能锻炼，为老慢支病人顺利过冬打下基础。

注意保暖
中医认为五脏当中，肺脏最为娇气且容易受寒、

燥侵袭而致肺主呼吸功能失调，所以在秋季，尤其老
年人，应注意胸背部保暖，避免久坐凉地或坐在过风
口乘凉，避免“穿堂风”。秋季自然界一切生物代谢相
对减缓，人也应该顺应自然“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保
持情志安宁。

预防上感
老慢支容易因上呼吸道感染而复发或恶化，甚至

容易引发肺炎，因此要积极预防并及时治疗上感。流
感疫苗对预防上感有一定作用。同时，应进行耐寒锻
练如冷水洗脸，避免刺激性气体对呼吸道的影响，呼
吸时可用舌抵上颚式呼吸，避免冷空气直入气管。患
者平时可进行控制性深呼吸锻炼、腹式呼吸锻炼、缩
唇呼气等训练，以此锻炼呼吸肌，使得呼吸肌尤其是
膈肌强壮有力，提高呼吸效率，促进痰液排出，减少支
气管、肺部反复感染和炎症急性发作。

饮食调理
秋季气候干燥，燥热容易伤肺。多喝蔬菜汁、果

汁对慢性支气管炎病人有较好疗效，不仅能止咳化
痰，而且还能补充维生素与矿物质，对疾病的康复非常
有益。此外，应少量多次饮水，每日饮水量不少于1500
毫升，以稀释痰液利于排出。在家可以将生萝卜、鲜藕、
梨子切碎绞汁，加蜂蜜调匀服用，对慢性支气管炎引起
的热咳、燥咳疗效显著。每餐可适量多吃一些蔬菜和豆
制品，如白萝卜、胡萝卜及绿叶蔬菜等清淡易消化的食
物。在秋季不要急于进补，因为人参、鹿茸等补品在急
性发作期或痰多、舌苔腻时都不宜用，否则胸闷气急
更甚，病情反而加重。可请医生进行辨证，根据每个
人的体质服用润肺化痰的食疗药膳。

谢绝烟酒
烟酒可使支气管上皮受损，容易刺激呼吸道导致咳

嗽，对慢性支气管炎的治疗及预后不利。而且吸烟时间
越长，烟量越大，患病率也就越高。另外，居处应加强通
风，避免吸入有害粉尘、烟雾和有害气体。（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