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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天天健康

国医讲堂

蚊子叮一口 四岁宝宝全脸都肿了

护眼有睛明四白太阳三穴

专家详解科学选择各类驱蚊产品

健康视点

点按穴位缓解欧洲杯追赛视疲劳
替利嗪或氯雷他定等抗组胺药物来止痒。

主持人

宝宝睡眠推荐用蚊帐
天然中草药也可安全防蚊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近日，
王女士带着四岁的女儿甜甜在公
园玩，发现女儿不停抓挠脸颊，
一看是被蚊
子叮了个小疙瘩。王女士给甜甜抹了随身
带的花露水。回家时却发现甜甜脸上的疙
瘩变大了，周围还红了一片，
原以为涂点止
痒药膏就会好，
没想到到第二天早上甜甜的
眼睛竟然肿得快睁不开了。甜甜一边哭一
边不停地喊痒，
又挠脸又挠眼睛。王女士赶
紧带着女儿来到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院儿
科就诊，医生告诉她甜甜得的是虫咬皮炎，
是蚊虫叮咬后的过敏反应，
医生给甜甜开了
抗过敏药物和炉甘石洗剂涂抹止痒，
还嘱咐
王女士一定看好孩子不要抓挠脸和眼睛。
近期，天气日益湿热，
蚊子也逐渐猖獗
起来。我市各大医院皮肤科因蚊子叮咬引
发的虫咬皮炎、丘疹性荨麻疹、多形红斑等
皮肤病患者越来越多，各个年龄段都有患
病。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院 ICU 急诊科
医师李琛说，夏季外出尤其是到野外，
要少
用香气浓郁的化妆品，尽量着浅色宽松长
袖衣服和长裤、减少身体裸露区域。此外，
还应喷洒驱蚊水，并随身携带紫草膏、风油
精等药物。户外运动后应及时擦去汗液，
以保持身体的清爽，减少对蚊子的吸引。
一旦被蚊虫叮咬，可以先用肥皂水、氨水等
碱性物质清洗以消毒止痒，也可以用凉水
冷敷，但要避免抓挠。如果皮肤被抓破，不
要涂抹花露水、驱蚊液等用品，
要注意患处
清洁消毒，预防感染。如果被蚊虫叮咬后
反应比较强烈，咬出来的包特别大，
而且硬
邦邦的，并出现严重红肿、发热等过敏反
应，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肥胖孕妇儿童爱出汗化浓妆
这些人群最容易招惹蚊子
李琛说，蚊类属双翅目蚊科。吸血蚊
成虫羽化、交配后，
雌蚊便开始寻找宿主吸
血，因为交配后的雌蚊必须吸食人类或动
物的血液才能使卵发育成熟。因此雌蚊每
产次产卵都需要饱吸一顿血，每只雌蚊一
生可以产卵 6 至 8 次。雄蚊则以植物汁液
为食物，无需吸血。
李琛说，生活中有六类人容易招惹蚊
子。爱出汗的人。汗液中含有大量氨基

酸、乳酸等氨类化合物，容易被蚊子锁定；块
头大、呼吸快的人。蚊子头部有敏感的感觉
器官，对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很敏感，50 米
外就能锁定。肥胖成年人比体重正常者的
二氧化碳呼出量明显增加；常化妆的人。大
多数发胶、护手霜、洗面奶等化妆品都含有
硬脂酸，对蚊子的诱惑力非同寻常；孕妇。
孕妇腹部温度较高，皮肤表面的挥发性物质
多，她们呼出的气体也含有多种易招惹蚊子
的化学物质；穿深色衣服的人。夏天穿深色
衣服吸热，人体温度升高也容易招蚊子；新
陈代谢快的人。这类人群会生成更多的三
甲胺，该物质对蚊子由很强的吸引力，尤其
是青少年和儿童。

怎样才能有效地防蚊灭蚊，李琛建议在
家庭生活中，环境灭蚊是将蚊子扼杀在摇篮
的第一步。所谓环境灭蚊就是保持生活工作
区域的干燥、干净和整洁，
少量的积水就足以
给蚊子提供良好的繁殖条件，尤其是在墙角、
床底和座椅背后及厕所、水源附近。
做好物理和化学防蚊。物理防蚊可以通
过悬挂蚊帐、安装纱窗、使用电蚊拍、诱蚊灯
等实现，化学防蚊则是蚊香、驱蚊药水等。避
蚊胺是较为常用的驱蚊剂，研究认为其含量
在 10%至 30%对于 2 岁以上儿童及成年人都
是较为安全的，需要提醒的是，
当使用遮光剂
或防晒用品时，先涂抹遮光剂或防晒用品，然
后再涂抹驱避剂，睡觉前应把驱避剂洗去。
孕妇和儿童要避免使用各种蚊香，最推荐睡
眠时用蚊帐防蚊，用时注意定期清洗，
避免落
灰。另外，日常防蚊除了市场上的驱蚊产品，
天然的中草药也能安全防蚊。如中药香囊。
芳香类的中药大多都有驱蚊作用。用佩兰、
藿香、苍术、薄荷、橘皮、丁香等，
每一样选取 5
至 10 克,塞进小布包或小纱包中，
做成香囊放
于床头、桌上和家中其他位置，
也可以随身携
带。为了保证驱蚊质量，建议每 10 天更换一
次。草药水如艾草和菖蒲煮的艾蒲水用来给
全屋拖地能杀菌、
防虫。

血成分、麻醉成分的唾液，
这些唾液进入人的
皮肤可导致机体发生过敏反应，这种致敏方
式类似于注射药物引起的过敏，通常致敏期
约 10 天左右。”李琛说，
“ 这类过敏所引起症
状称为虫咬性皮炎、丘疹性荨麻疹，
好发于暴
露部位，如面、颈、四肢等，
可分散也可群集成
片，通常表现为绿豆至花生米大小红色纺锤
形丘疹, 顶部常有小水疱, 少数可能出现大
疱。该症状伴明显瘙痒，小一些的宝宝挠抓
常会引起局部糜烂及继发感染。
”
李琛特别强调，儿童被蚊子叮咬后出现
局部严重反应，一定要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止
痒、消炎和驱避昆虫叮咬的药物。对于日常
就有皮肤过敏和瘙痒的人来说，可以口服西

蚊子叮咬越挠越痒易发感染

李琛对市面上主要的驱蚊产品的适用人群和注意事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帮助大家正
确选购和使用。

儿童过敏反应要及时就医

种类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指出，
蚊子是杀
死人类最多的动物，每年高达 72.5 万人。在
我国由蚊虫为媒介传播的人类疾病主要有疟
疾、淋巴丝虫病、流行性乙型脑炎及登革热。
除了传播疾病外，
蚊子叮咬常让人瘙痒难耐。
“蚊子叮咬释放的抗凝蛋白对于人体来说是异
物，
免疫系统试图清除这些外来物质。在这个
过程中，免疫细胞会释放一种叫做组胺的物
质，使毛细血管扩张，
刺激人体的感知神经细
胞，
就产生了瘙痒感。不停地抓挠瘙痒处可刺
激免疫细胞持续分泌组胺，
手指对皮肤的挤压
又会加速血液流动，
使局部地区的抗凝血蛋白
和身体分泌的组胺向更大的区域扩散，
肿包自
然也就越挠越大、
越挠越痒。
”
李琛解释说。
另外，也有的人被蚊子叮咬后出现明显
的过敏反应。
“蚊子的口器是一套精密的针管
组，蚊子咬人时，
通过口器吮吸管排出有抗凝

缺点

传统蚊香

使用时间

点燃后大量烟雾
伤害呼吸道

睡前关闭门窗，
30-60 分钟后熄灭，
开窗通风后入睡

地点

适用人群

空间大、开阔、
密闭性差的平房

成人

电蚊香片/
蚊香液

电蚊香片稳定性差、
不持久
蚊香液相对作用长

罐装
杀虫剂
花露水/
防蚊喷雾

药效强，浓度高，
对人体影响更大
使用时超过有效
时间应适当补喷

植物驱蚊

短时间内
效果不明显

大多数时间

一般居室

儿童、
成人

趋光性不是吸引
蚊子的主要因素

大多数时间

室内/户外

儿童、
成人

捕蚊灯/
驱蚊手环
/驱蚊贴

大多数时间

一般居室

尽量少用

车库、地下室；
不要
在厨房、卧室使用
植物成分可直接
喷皮肤表面

随时补喷

模式转变，其 5 年生存率开始明显提升。
据我市人民医院院长高明介绍，随着检
测技术和设备日益精密、人群检测频率增
加，甲状腺肿瘤发病率持续增长，但绝大多
数患者是良性病变和早期肿瘤，相当一部分
人甚至无需治疗定期随访观察即可。但也
有 10%的甲状腺癌患者进展很快，不能通
过手术获得治疗，加之甲状腺癌对放化疗均
不敏感导致这部分患者一度面临无药可治
的状态，出现了死亡率增长的情况。统计显
示，我国甲状腺癌患者死亡率增长的人群集
中在 40 至 59 及 80 岁以上人群中；病理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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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乳头状癌和未分化癌的患者；以及局部晚
期及远处转移甲状腺癌患者。随着医学及
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一些甲状腺癌突变基因
被发现，相应的靶向药物实现临床应用，很
多难治性甲状腺癌获得了令人欣喜的疗效，
这也使得这部分患者的治疗模式已经开始
转化为外科手术、内分泌抑制治疗、放射性
核素治疗以及分子诊断为基础的靶向治疗
相结合的多学科合作模式。此次与会国内
医学专家普遍认为新的治疗模式有望大大
提高晚期甲状腺癌患者生存率和治疗效果。
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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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球迷瞩目的欧洲杯开赛以来，熬夜看球让不少人出现
眼睛干涩、视物模糊的症状。天津中医一附院针灸临床部罗笑
琳医生建议球迷经常点按睛明、四白、太阳护眼三穴，可通经活
络、益气明目，
缓解视疲劳。她提醒球迷切勿为了增加观赛体验
将环境光源关闭，观看球赛时要保持室内照明源，同时减少连续
用眼时间，避免熬夜，如眼睛不适症状不能缓解，要及时就诊。
睛明穴在眼睛内眦角稍上方凹陷处。主治目赤肿痛、视物
不明等眼疾。点按睛明穴是用拇指加压点按，
向头上方用力，直
至有酸胀感觉出现。每次保持十几秒钟后放松，
然后再用力。
太阳穴在颞部，
眉梢与目外眦之间，
向后约一横指凹陷处。主
治头痛、
目疾、
面瘫。点按太阳穴是用拇指指尖按在太阳穴环揉。
四白穴在眼睛正视前方时瞳孔下方眼眶凹陷处。主治目赤
痛痒等目疾、眼歪斜、面肌痉挛等面部疾病以及头痛、眩晕。点
按四白穴是食指与中指并拢，放在靠近鼻翼两侧，然后放下中
指，在面颊中央按揉，
直至有酸胀感觉出现。
结束点按以上穴位后，将两手掌互相摩擦，感到温热后将两
手掌心分别放在左右眼睛，轻轻按压，
使摩擦产生的温热感传递
到眼睛，有安神定志、促进睡眠的作用。
苏玉珂

打包剩菜讲究
“三分开”
原则
放置切勿超过 24 小时 再吃需彻底加热
“光盘行动”对舌尖上的浪费说“不”，
但外出就餐难免会有剩菜的时候，我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科的专家提醒
市民，外出吃饭宁剩荤菜、别剩蔬菜，打包饭菜讲究“三分开”
原则，即干湿分开、生熟分开、荤素分开，回到家要立即将打包
饭菜放入冰箱冷藏。无论是肉类、蛋类还是蔬菜，放置别超过
24 小时，再吃时务必彻底加热。切勿食用感官性状改变的剩
菜，不要因为不舍得而伤害了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别剩蔬菜？专家表示这是因为隔夜的绿叶蔬菜非
但营养价值折扣，其中的亚硝酸盐的生成量会随着时间的延
长和温度的升高而增多。即使放入冰箱 2℃至 6℃条件下，亚
硝酸盐也只是生成速度减慢，并不会减少。亚硝酸盐虽然不
是直接致癌物质，但却是健康的一大隐患。亚硝酸盐进入胃
之后，在特定条件下会生成一种 N-亚硝基化合物，它是诱发
胃癌的危险因素之一。专家建议市民平时在家尽量按需按人
做菜；在外点餐也应如此。尽量做到少剩不剩，制止食物浪
费。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隔夜剩菜更易受到细菌污染，致病
菌大量繁殖，很容易引发胃肠炎和（或）食物中毒。
高春海 赵帅

饮食营养

老人肾功能不全 造影剂或引肾衰
胸科医院仅用 1/10 剂量成功完成介入手术

门诊动态

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院、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日前开始预约三伏
贴。天津中医药研究院附院开始预约的
科室包括儿科、肾病科、肺病科，中医二附
院预约科室有儿科、推拿科、妇科、消化
科、耳鼻喉、科呼吸与危重症科。三伏穴
位敷贴疗法又称“冬病夏治”疗法，是在患
者体表穴位敷贴药物，通过药物、腧穴、经
络的综合作用来治疗脏腑疾病的方法。
今年三伏贴时间头伏 7 月 11 日至 20 日，
中伏 7 月 21 日至 30 日，末伏 7 月 31 日至
8 月 9 日，部分科室需要增加一剂加强贴
为 8 月 9 日至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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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成人

多家医院开始预约三伏贴

多学科联合精准治疗提高五年生存率
本月 26 日，
第一届全国甲
状腺肿瘤内科
学术大会在我市召开。来自全国各省市
的甲状腺肿瘤诊疗研究领域专家、学者出
席了此次会议。从会上获悉，目前，我国
甲状腺癌发病率以每年 20%的速度激增，
患者五年生存率为 84%，仍有近 10%的
晚期患者无法通过手术治疗。随着二代
测序等基因检测技术的提升以及多种分
子靶向药物的问世，晚期甲状腺癌治疗由
单一外科模式向多学科合作、精准化治疗

儿童、
成人

健康速递

甲状腺癌发病率每年激增 20%
医疗动态

健康周刊

E-mail:ttjk@tjrb.com.cn

由于造影剂的影响，对肾功能不全
患者进行常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易加
重患者的肾功能损害。因此，如何降低
肾功能不全患者造影剂肾病的发生风险，一直是冠脉介入领域
的难点与热点。近日，我市胸科医院心内科成功为一名 73 岁的
肾功能不全患者完成了血管内超声低剂量造影剂冠脉介入治
疗，所用造影剂仅为 10ml，而常规介入治疗造影剂用量一般为
150 至 200ml。
据介绍，73 岁的王爷爷近期因不稳定性心绞痛转入胸科医
院接受治疗。此前，他在当地医院检查发现心脏右冠状动脉完
全闭塞，被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肾功能不全。入院检查时，该
院 心 内 科 主 任 医 师 丛 洪 良 发 现 ，王 爷 爷 的 血 肌 酐 达 到
165μmol/L（正常男性参考值为 54-106μmoI/L），经与肾内科
会诊认为如果使用常规治疗手段，造影剂用量可能会增加老人
发生肾功能衰竭的风险。丛洪良主任率团队反复讨论，最终决
定为王爷爷进行血管内超声指导下的低剂量造影剂冠脉介入治
疗。根据患者术前心电图及血管造影结果，该院胡越成、李文
宇及王乐等医生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推行导丝，让导丝顺利
到达老人的右冠脉远端，在明确病变性质、长度及参考血管直
径等因素后，顺利放置支架完成冠状动脉介入手术，整个手术
仅用造影剂 10ml。术后经复查，老人的血肌酐为 97μmol/L，
生命体征平稳，心绞痛症状消失，
手术取得圆满成功。
屈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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