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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讲堂“五一”假期踏青出游健康一路行

春季旅行特别注意“四防” 春季虚烦不眠喝“酸枣仁汤”

健康视点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主持人

医疗前沿

我市发布2007年到2020年恶性肿瘤对比数据

肺癌发病率死亡率持续高居首位

“五一”假期春暖花开，是踏青出游的
好时节。但以往稍长些的假期结束后，医
院的消化科、心脏科、内分泌科、皮肤科、骨
科的病人都会出现一个小高峰，胃肠炎、冠
心病、糖尿病、晒伤、骨折的病人会有所增
加。为此专家提醒市民，高涨的旅游热情
需要有健康的体魄做保障，外出旅游前和
旅行期间都要做好健康功课，别让身体小
恙扫了旅行的兴致。专家建议人们春季外
出要特别注意“四防”：防过敏、防外伤、防
虫咬、防晒伤。

另外，到气温与本地差异较大的地
区，要适时增减衣服；全家老少出行尤其
要注意劳逸适度，作息尽量规律。有慢性
病的老人出行前要到医院做一次简单的
查体并携带足够的日常用药；旅行中饮食
上多饮水保持大便通畅，少吃乳制品，不
要生吃蔬菜、海鲜、肉类。另外，还可随身
携带常用药如止泻药(黄连素)、止血药(安
络血)、解热镇痛药、消化药(乳酶生、食母
生)、外用药(创可贴、风油精)以及眼药水、
滴鼻液等。

防过敏：花粉过敏病源多在树木
携带抗花粉装备和药物

春天到野外游玩发生过敏反应非常多
见，特别是花粉过敏让人苦不堪言。有些
人觉得既然花粉过敏，游玩躲开争奇斗艳
的花朵，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天津医科大
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刘长山说，桃花、杏
花、油菜花、迎春花等都是“虫媒花”，它们
的花粉颗粒大、重而粘，在空气中飘不起
来，只能吸引蜜蜂采蜜授粉，只有极少数人
才会对它们过敏。其实树木花粉比如杨
树、柳树、柏树、法桐等的花粉才是春季花
粉过敏的主要过敏原。

刘长山说，我市每年四五月最易出现
花粉过敏。花粉过敏的典型病症可用“痒”
来概括，鼻子痒，易打喷嚏，流清涕；眼睛
痒（自觉有异物感），特点是“奇痒”，眼球发

红、眼睛分泌物增多，经常流泪；皮肤痒，暴露
部位的皮肤出现风疹，伴瘙痒，皮肤发红、干
燥易起皮屑，或出现像蚊虫叮咬过的小红点
以及湿疹等；嗓子痒，可出现咳嗽、胸闷、憋
气、喘息等哮喘症状；还有些病人出现“耳朵
里痒”和“口腔上腭痒”。
外出怎样预防和治疗花粉过敏呢？刘

长山建议花粉过敏的人尽量不要去花草树
多的山区或草原。外出时要穿长袖衣服、戴
专用花粉口罩、专用花粉眼镜或头部罩一个
白色透明纱巾。也可以应用花粉阻隔剂，减
少鼻黏膜接触花粉；若过敏症状较重，最好
携带抗过敏药物。游玩回到住处要清洗颜
面、鼻腔、眼睛等粘有花粉的部位，更换外衣
减少花粉接触，睡前沐浴去除身体其他部位
的花粉。如发生严重结膜炎或皮肤瘙痒及
出现心跳加快、喘息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应
到医院就诊。
防虫咬：森林草地游玩要防蜱虫

被叮咬切不可强行拔除

“到森林、草原旅行的人们也很多，如果
踏青时发现自己被虫子咬了，有个黄豆大小

的血泡，这个血泡还长着八条腿，那就可能
被蜱叮了。”我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
肤一科张峻岭主任医师说。蜱虫也叫草爬
子、壁虱，多生活在森林、灌木丛和开阔的
草地草原中，也常寄生于一些动物身上。
蜱虫表面多呈现红褐色或灰褐色，从芝麻
粒到米粒大小，吸血后，蜱体可胀大几倍、
几十倍甚至百倍。蜱虫以吸取动物血液为
生，体内经常会携带有来自动物的病原微
生物。当它叮咬人时，便将携带的病原微
生物注入人体内，可以传播多种自然疫源
性疾病和人兽共患病。

张峻岭提醒市民，一旦被蜱虫叮咬，切
不可生拉硬拽、强行拔除。因为蜱吸血的口
器上面长着倒刺，不恰当地拔除正在吸血的
蜱，很可能让它的口器折断在皮肤里，应该
用酒精、煤油、松节油涂在蜱虫身上，或在蜱
虫旁点蚊香，把蜱虫“麻醉”，让它自行松
口。移除蜱虫后，应用碘酒或酒精消毒被叮
咬的部位，并用肥皂及水洗手。如果蜱虫已
经深入皮肤，切勿自行处理，如出现发热、叮
咬部位发炎破溃及红斑等症状，尽快求助医
生才是正确的。

另外蜱虫主要栖息在草地、树林等环境
中，所以，去野外游玩、劳动，应注意做好个
人防护，尽量避免在此类环境中长时间坐
卧；要穿长袖衣服，把裤腿塞进袜子或鞋子
里，不要穿凉鞋；到树木密集的地方，应把头
和面部进行遮挡。离开时，要仔细检查衣服
和体表是否有蜱类附着，以防将虫子带回家
中或市区。

防外伤：下坡下山更易损伤膝关节
承受压力是平地3至4倍

踏青旅行爬坡登山是常有的事，但不少
人爬坡登山后会出现膝关节疼痛活动受限的
情况。我市人民医院关节与运动医学科侯威
宇医生表示，尽管在爬坡、登山时会感觉膝关
节很费力，但实际上，相当多的人都是在下
坡、下山时损伤膝关节软骨引发疼痛的。据
发表在美国著名医学杂志《运动科学》上的一
项研究显示，下坡时关节承受的压力是水平
步行时的3至4倍。持续的下坡、下山对于膝
关节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如何预防下山、下坡时的关节损伤？侯
威宇建议徒步旅行者要多了解一些保护膝关
节的知识，做好充足的旅行准备，减轻下坡下

山的膝关节压力。首先是道路选择上，要尽
可能行走在柔软的土壤或泥土上，而不是混
凝土或坚硬的路面上，减轻关节受到的反弹
力。其次要选择缓冲性能良好、贴合脚面的
鞋子，当脚后跟着地时，鞋子将吸收大部分体
重，而不是关节。要切记下山时鞋带必须绑
紧，以使其贴合脚，可以减少鞋子前部对脚趾
的影响。第三，爬坡登山最好携带登山杖。
登山杖有助于减轻关节承受的力量，尤其是
在下坡时。它不会让膝关节和踝关节面对重
力负荷时首当其冲，而是将一些负荷分配到
手臂和肩膀上。第四，要讲究下山技巧。尽
可能通过小折弯、或“S”字形方式来下坡，而
不是直下山坡。同时，保持膝盖弯曲，避免在
关节伸直的情况下下坡，这会给膝关节造成
重创。下山速度快和步伐大都会加重关节负
荷。旅行中万一意外出现关节损伤，应及时
到正规医院的关节与运动医学科诊治，避免
加重损伤。

防晒伤：高原海滨防晒别马虎
防晒霜用得对才能起效

高原、草原和海边是“五一”假期人们出
游的热门地，在这些地区游玩防晒霜/乳/喷
雾是必备用品。张峻岭指出，防晒霜能否有
效抵挡紫外线，保护皮肤不受伤害，除产品品
质外，能否正确使用是其发挥作用的又一重
要前提。

张峻岭说，SPF值代表防晒伤指数，抵抗
UVB，它用数字表达有效防晒时间；PA代表
防晒黑，抵抗UVA。SPF值越高，防晒时间
越长。外出游玩时可选用SPF10－15的防晒
用品。游泳或做日光浴时用SPF20－30的防
水性防晒用品。当照射时间超过有效防晒时
间应及时补充涂抹。PA＋＋适合外出旅游；
PA＋＋＋是高效防护，适合在海滨使用。

此外，要想防晒产品发挥最大效应，在涂
抹时也有一些讲究。防晒霜应在出门前10
至20分钟涂，而去海滩前30分钟就应涂好；
通常防晒霜在皮肤上涂抹量为每平方厘米2
毫克时，才能达到应有的防晒效果。儿童不
能使用成人防晒霜。儿童专用防晒用品的涂
抹方法是出门前30分钟，在暴露的皮肤上涂
抹，以后每过两小时再涂一遍。如果孩子出
汗较多，要缩短涂抹间隔。孩子从户外回到
室内后，用温水洗净防晒霜；如果有晒红的部
位，可以薄薄涂抹一层护肤乳液。

我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日前发布了我
市恶行肿瘤发病最新

统计数据。统计显示，恶性肿瘤是我市居
民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心脏病。从
2007年到2020年，不同恶性肿瘤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发生了一些变化，胃癌、肝癌、
食管癌死亡顺位下降，大肠癌、乳腺癌死亡
顺位上升，但肺癌一直位居居民恶性肿瘤
发病率、死亡率首位。天津医科大学肿瘤
医院肺癌诊治中心主任王长利教授表示，
肺癌在全球和我国都是最为常见的癌症死
亡原因，2020年我国预测肺癌新发病例达
到了81.6万。但令医生感到欣慰的是，近
年来，肺癌的预防、诊断和治疗都有了很大
进展，患者的早期发现率、五年生存率正在
大幅提升。

吸烟是肺癌最主要致病因素
王长利说，肺癌的发病与生活方式有密

切关系。首位高危因素是吸烟。吸烟者及
“二手烟”人群罹患肺癌的风险较其他人群上
升20%至30%。开始吸烟年龄越早，吸烟年
数越长，吸烟量越大，患肺癌的危险性也越
大。外科医生也发现，重度吸烟者或者肺长
期处于污染环境中的人，肺的颜色非常深，弹
性也不好。其次是环境中的污染，如大气污
染、粉尘污染、室内装修和烹调油烟造成的居
住环境的空气污染等，也是诱发肺癌的重要
因素。因此家里的厨房一定要有良好的排烟
设备，同时房间一定要经常通风，被褥需要勤
换洗。另外，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弥漫性
肺间质纤维化等肺部慢性疾病患者发生肺癌
的几率也高于其他人群。他特别提醒市民，
到目前为止，没有数据证实肺癌是遗传相关

疾病，只有极少数病例有家庭倾向，然而家庭
倾向和遗传病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肺癌病人
的家属也不要太紧张。

体检CT排查80%早期肺癌
“早期肺癌尤其是病灶小于1厘米的在

日常生活中几乎感受不到明显症状，直到中
晚期才会有咳嗽、痰中带血或咯血、胸痛、胸
闷、气急、声音嘶哑等症状。所幸现在早期
患者越来越多。”王长利说，“二十年前我们
手术的病人基本上以三期为主，切除的是局
部晚期比较大的肿瘤。现在70%的住院患
者是早期肺癌，病灶大多数在1厘米左右，
很多还不到1厘米，治愈率高达90%以上。
他们70%都是健康体检发现的。”王长利提
醒市民，年龄在40岁以上要定期体检，体检
时最好以低剂量螺旋CT替代X线胸片，CT
对直径小于1厘米的小肺癌检出率可达到

80%以上。
免疫治疗让中晚期患者获益

“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治疗目的第一
是治愈。如不能治愈，尽最大努力延长生命改
善症状，提高生存质量。”王长利说，肺癌分为
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每一类根据病情
分为四期，一、二期和部分三期病人多数可以
手术治疗，一期患者手术后一般不需要额外治
疗。其他不同分期不同类型的肺癌仍以手术
为主，实施多学科、规范化综合诊治。王长利
说，免疫治疗近些年在中晚期肺癌治疗中发挥
了很好的作用，四期病人以往五年生存率只有
百分之几。有了免疫药，五年生存率已提升到
20%以上。另外，新辅助免疫治疗也获得突破
性进展。王长利主持进行的一项国际研究，进
行了术前新辅助化疗和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对
比。结果显示，化疗联合免疫治疗，24%的病
人术后病理切片里没有肿瘤细胞，36.9%的病
人整个肿瘤床里90%的肿瘤细胞已经消失。
这些数值均高于单纯化疗者。王长利说，以
往乳腺癌同样研究证实这样的病人以后生存
率非常高，肺癌病人会不会这样，还要等待后
续生存数据。 记者赵津

近日，我市第一中心医院心内科专
家卢成志教授团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葛
均波团队在海南自贸港博鳌乐城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成功实施了两台肾动脉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开
创了我国微创介入治疗高血压的新方式。

卢成志教授团队实施手术的患者是一位69岁的男性，高血
压升高三十余年，诊断为高血压3级，日常大剂量服用五种降压
药物，血压控制在130/90 mmHg。 手术中，卢成志教授首先
将一根导丝顺利送入左侧肾动脉分支远端，先消融分支、后消融
主支；随后对右侧肾动脉采取同样策略。术后造影显示肾动脉
血流正常，无并发症，顺利结束手术。葛均波院士团队实施手术
的患者是一名34岁男性，血压155/105 mmHg，高血压3级，服
药血压控制不理想。葛均波院士先后对右侧和左侧肾动脉成功
进行消融，手术非常顺利。

卢成志教授表示，肾动脉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RDN）是一
种通过微创手术实现降压的革命性创新方法。RDN通过射频
能量对分布于肾动脉外交感神经进行消融，一定程度上阻断大
脑和交感神经之间的信号传导，从而降低高血压患者的交感神
经兴奋性，实现一次微创手术长期降压的效果。肾动脉交感神
经射频消融技术将为受困于药物疗法的患者带来新的希望，有
望减少药物使用量，避免药物副作用。此外，因高血压影响职业
选择甚至影响生育等难题的青年人也可从手术中获益。

汤月欣孙颖

日前，第四代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在我市第三中心医院顺
利装机完成并进入临床应用，已成功完成包括肝癌切除、肾切除在
内的一系列大型手术，所有患者术后均恢复良好，顺利康复出院。

与传统腹腔镜手术相比，达芬奇机器人的机械臂弯曲及旋转
程度远远超越人手极限，特别是具备颤抖自动滤除功能，可过滤掉
主刀医生拿刀时手部微小颤动的现象，达到超精细操作。它提供
的裸眼3D高清视野，图像放大倍数更大，这相当于赋予了外科医
生一双360度自如活动的手和一双高清3D的眼睛，特别适宜在
狭小空间内的精细操作，对于实施复杂手术具有极大优势。

文陈颖摄影梁宗艳

春季很多人会出现睡眠不踏实、睡后易醒，烦闷、精神差等表
现。天津中医一附院推拿科医生陈会滨介绍说，中医将这些症状
归纳为春季虚烦不眠。

陈会滨说，五脏应四时，肝脏与春季“同气相求”。在春季拥
有充足的睡眠对于养护好肝脏非常重要。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
加快，工作压力大等原因，容易导致人体肝气不畅，引发肝脏阴血
不足，肝阳失去制衡。这在春季会尤为突出，久而久之会导致虚
热扰乱心神，虚烦失眠，这也是春季失眠的特点。主要表现是晚
上睡不着，早上睡不醒，同时伴随记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现
象，给生活和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和烦恼。

养血安神、清热除烦的“酸枣仁汤”能帮助调理睡眠。酸枣仁
汤，最早称为“酸枣汤”，见于东汉张仲景所著《金匮要略》一书。主
要是由酸枣仁、甘草、知母、茯苓、川芎组成，是非常有名的安神汤
剂，疗效显著。该方中最重要的是酸枣仁，味甘酸而性平，入心、
肝二经，能养血安神。酸枣仁这个药，是我国传统的常用中药材，
应用历史悠久，天津蓟州区产的酸枣仁是非常好的道地药材。酸
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有养肝宁心、开
胃健脾，敛汁理气、延年益寿的功效，治虚烦不眠，惊悸怔忡，烦
渴，虚汗。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枣仁“熟用疗胆虚不得
眠，烦渴虚汗之症”。 苏玉珂张海宁

高血压治疗迈入微创时代
肾动脉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国内首次临床应用

专家谈病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落户三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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