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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风采
龙华医院肝科副主任

医师李莹

讲座与咨询

桑拿天别让“空调病”找上你
! ! ! !又出太阳又下雨，夏季来得总
是那么轰轰烈烈却又阴晴不定。在
这种高温蒸烤的时候，空调登场的
机会越来越多，而随之而来的是越
来越多的人患上“空调病”。在市六
医院健康讲座的讲堂里，还未开
讲，康复医学科医生白跃宏周围就
簇拥着几位早早前来咨询“空调
病”防治方法的老人。白跃宏告诉
笔者，“空调病”说大不大，说小不
小，贵在预防，否则便“亡羊补牢，
为时已晚”。

事实上，“空调病”并不是指
自己对空调吃不消，会让身体产
生病状反应，而是指过长时间吹
空调造成的身体机能衰退。过冷
刺激使人体皮肤温度出现差别，
即四肢的温度低于躯干的温度，
手足降温，人体调节温度的能力
对此无能为力。“空调病”的易
感人群为老人、儿童和抵抗力低
下的年轻人。那么我们该如何防
治呢？

老年人：长裤薄毯护寒腿

“入夏以来，门诊老寒腿患者也
较以往有所增加。”白跃宏介绍说，
老寒腿一般冬季较为常见，但是近
年来，随着空调的普及，老年人久居
空调室，夏季诱发老寒腿的也屡见
不鲜。“除了老寒腿，门诊调查病因
还发现，其中 !"#是因为在开启空
调的低温室内生活时间过长，受寒
冷刺激而导致的膝关节炎等疾病。”
白跃宏分析指出，夏季室内开启

空调后，地面水平温度最低。人的双
腿长期处于地面低温中，加之夏季多
着短装，暴露在外的双膝容易受寒凉
刺激。为预防“空调腿”病，尽量不要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如因工作不能
离开低温空间时，最好穿透气的长
裤、丝袜等以保护膝关节、脚底心。

年轻人：颈肩保护最重要

享受空调加风扇的人造冷风，
对人体的身体健康危害相当严重，
轻则产生颈肩酸痛、手臂麻木，重则
会出现头晕眼花、肩痛手臂不能抬
举等症状。长时间在空调房的环境
中，反反复复受凉，极易造成颈肩
部、肌肉纤维受损。“尤其是常穿露
肩、露背装的爱美女性，久待空调
室，容易诱发肩周炎，进而导致颈椎
发生退行性改变。”白跃宏提醒说，
预防这类病可以采用中医刺络拔罐
法，即用针灸刺激穴位法舒通气血，
然后用一套拔罐、推罐、吸罐法治疗
一下颈肩僵硬。或者在空调室内备
一件高领衣服，保护脖颈不受风寒，
并尽量避免同时使用空调和风扇。

幼儿：久吹空调易得肺炎

高温令成年人蜗居空调房不愿
外出活动，疼爱孩子的家长担心孩
子难耐酷暑，多选择让孩子长期待
在空调房里。“幼儿久吹空调不仅会

患上感冒、呼吸道感染等疾病，更容
易因室内外温差大、空调房空气不
流通等原因引发肺炎。”
白跃宏解释说，幼儿皮下脂肪

少，毛细血管丰富，体温调节中枢尚
未发育完善，成年人不能感受到的
温差，幼儿却能感受到。在空调房里
的冷空气环境下，幼儿毛细血管收
缩，汗腺孔闭合，交感神经兴奋，内
脏血管收缩，胃肠运动减弱，抵抗力
减弱，加上空调室内各种细菌、霉菌
生长繁殖，空气被污染，容易得肺
炎。建议不要让幼儿长期生活在空
调房里，每天清晨和黄昏室外气温
较低时，带孩子到户外活动，呼吸新
鲜空气，加强身体的适应能力。

此外，患“空调病”者可口服中
成药正气片，也可用刮痧疗法自疗。
适用穴位：头痛咽痛疲倦者：风池、
大椎、风门、肺俞、肩胛部、中府$胃肠
道不适者：中脘、章门、气海、脾俞、
胃俞;有月经失调者：肝俞、脾俞、次
廖、气海、三阴交。 实习生 林艾倩

! ! ! !李莹，龙华医院肝科副主
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
导师，上海中医药学会肝病（感
染病）分会青年委员。主要从事
中西医结合诊疗各种肝脏疾病
的临床工作和中医药治疗慢性
肝病的机理研究，擅长病毒性
肝病、肝硬化、脂肪性肝病和肝
癌术后诊治，特别对慢性病毒
性肝病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病的中医药治疗有较深造诣。
擅长治疗“病毒性肝病、肝硬
化、脂肪性肝病、自身免疫性
肝病、代谢综合症、慢性肺病
和失眠”等。

专家门诊时间：每周二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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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六医院：
& 月 ' 日周一下

午 '()"，豆制品———那些被“禁
忌”的盘点，葛声（临床营养科主
任）；&月 )周三下午 '()"，到医
院“打点滴”要注意什么，王琼（肿
瘤内科主管护师）；宜山路 *""号
门诊 '+楼报告厅。

龙华医院：
& 月 ' 日下午 '(

)"，,-..置管及维护，徐菁（主管
护师），宛平南路 &/+号特诊部 !

楼大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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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上午，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浩以
“钙与维生素 0 在骨质疏松治疗
作用”为主题向到场观众进行了讲
座，现场解答患者提问。

张浩医生运用了大量详实的
数据，分别以钙和维生素 0在预防
骨质疏松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
讲解。张浩医生讲到餐后使用钙制
品，其吸收效果最佳。人体对钙质的
吸收每天应该不低于 '"""毫克。补
钙不但有助于改善骨质疏松，而且
能有效预防胆结石、高血压和心衰
等疾病的发生。维生素 0被称为
“阳光维生素”，它有助于人体对钙
质的吸收。生活中对维生素 0的摄
取主要来自于日晒，但现在城市中

人习惯涂抹防晒霜。据统计分析防
晒霜 1,2值超过 !时，防晒霜会阻
挡 3+#的紫外线。一般市场上的防
晒霜 1,2值至少在 /"以上，因此
抵挡了几乎所有的紫外线。部分食
物中也含有较丰富的维生素 0，比
如奶制品、动物肝脏、富含脂肪的三
文鱼等等，而蔬菜中的维生素 0含
量微乎其微。所以对维生素 0的摄
取还需要用维生素 0片来辅助，每
天应在 4""-5到 !""-5。

许多老年人认为自己年纪大
了不容易吸收钙和维生素 0，张浩
医生对于此类说法进行了纠正：
“钙和维生素 D是骨质疏松治疗
的基础，对预防跌倒、骨折具有现
实意义。” 实习生 郑钰

如何改善骨质疏松

骨性关节炎的综合治疗
文/上海开元骨科医院副主任医师 吴鹏铎

! ! ! !第 /*个国际禁毒日的到来之
际，徐汇区社区药物维持治疗门诊
（又称为“美沙酮门诊”）于 * 月 /*

日邀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自愿戒
毒中心杜江主任在徐汇区精神卫生
中心 +楼大会议室举办禁毒宣传月
知识讲座，为成瘾者介绍了最新的
毒品滥用情况，详细分析了毒品危
害、还分享了治疗的成功案例。活动
中，美沙酮门诊主任周治荣还汇报
了近期“积分奖励制度”实施情况，
并开展了“希望在明天”美沙酮维持
治疗后续照管小组活动交流。
美沙酮门诊主要承担徐汇区海

洛因成瘾者脱毒维持治疗、后期康
复及综合干预治疗、禁毒宣教、吸毒
相关传染性疾病防治等工作。/"')

年初，为了进一步扩大成瘾者社区
药物维持治疗覆盖面，美沙酮门诊
尝试性推行“积分奖励制度”，对坚
持服药病人、说服新病人入组、配合
各项检查、见义勇为、好人好事、成
立互助小组表现优异等正性行为给
予积分奖励，如果出现“偷药”等其
他负性行为的将扣除积分，累计积
分可以用来减免服药费用，以此激
励好的行为，建立良性循环。

年初，美沙酮门诊又推出美沙
酮维持治疗后续照管“希望在明天”
团体活动，通过热线电话、定期随访、
案例分享、情景模拟等形式的后续康
复，加强对康复者及家人的心理咨
询、心理疏导与陪伴，积极寻求社会
支持与帮助，逐步引导成瘾者回归家

庭，融入社会。试图有效破除药物成
瘾背后更多深层次的家庭、社会因
素，完善成瘾者的心理危机处理机
制，健全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
为了照顾成瘾者上、下班时间，

医护人员每天提前 '小时上班，中
午坚持不休息，直到最后一个患者
服完药才下班，他们总是说“现在工
作都不容易，好好干”；有些病人服
药不规则或几天不来服药，他们赶
快主动打电话问一问情况，总是用
好的例子鼓励患者，坚持服药；常常
有病人会忘记带诊疗费，付不起交
通费，他们会帮助病人先垫付上；病
人遇到家庭矛盾、生活困难时，总是
先想到他们，他们总是耐心倾听，沟
通疏导，保持和病人家属、社区社工
的密切联系，共同寻找解决方法。他
们总是静静地守着这个门诊，每每
看到支离破碎的家庭圆满了，瘦小
羸弱的身躯怀孕了，成天惹是生非
的、打架肇祸的懂得找份工作，踏踏
实实照顾家人了……常常觉得很欣
慰。更令人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女
病人，')岁开始吸毒，几年间，从家
财数百万到一贫如洗，从天真烂漫
到骨瘦如柴，被数次劳教戒毒，又几
十次复吸。但经过四年多治疗，她结
婚了，生育了一个健康的女儿，全家
慨叹“医生胜父母伟大，儿重获新生
感激”。
四年多来，在美沙酮门诊里没

有发生一次投诉，也没有一起报警
或处理不当的事件。 金勤华

“国际禁毒日”里的守望

! ! ! ! *月 *日是第十八个全国“爱
眼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汇聚中
国梦，/"'*年前消灭致盲性沙眼”。

沙眼是由沙眼衣原体引起的
传染性结膜炎，是一种慢性致盲性
眼病，反复感染后可导致倒睫、角
膜混浊，甚至引起失明。轻度沙眼
表现为畏光、迎风流泪、发痒、异物
感，少数会有刺痛等。如不及时予
以治疗则会出现结膜结石、慢性泪
囊炎、眼睑内翻、倒睫、角膜炎、角
膜溃疡、角结膜干燥、上睑下垂等
并发症。沙眼如经过多次的反复感
染，更会引起倒睫、角膜浑浊，甚至
失明。除重复感染外，合并其他细
菌性感染也会使病情加重。所以说
沙眼并不是很严重的眼病，但如果

不及时治疗则会发展成为严重的
慢性眼病甚至致盲。

出现上述症状一定要到医院
接受正规检查，按医生规定用药，千
万不要认为随便买瓶眼药水滴滴就
可以了。另一方面，沙眼是一种传染
性眼病，手、毛巾、洗脸用具等都可
成为传播沙眼的媒介，因此一定要
注意个人卫生，洗脸的毛巾每天要
晒太阳，通过紫外线进行消毒。

除沙眼外，白内障、青光眼也
是常见的致盲性眼病。为宣传国家
防盲治盲政策，积极引导广大群众
关注眼健康，同时更好地让广大居

民了解眼保健知识，营造爱眼护眼
的良好社会氛围。此次“爱眼日”，
大华医院眼科与徐汇区残联联手
深入社区老年大学、幼儿园讲授眼
科常见病的保健知识以及眼健康
相关知识，并在大华医院门诊大厅
举行义诊，为居民答疑解惑、免费
检测，服务居民 /+"余人次。

大华医院眼科以白内障、青光
眼、视网膜脱离等显微手术为学科
特，还开展了激光治疗糖尿病性、
出血性、高度近视性眼底疾病。

门诊全年开设 !法定国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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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眼健康 消灭致盲性沙眼
! ! ! ! * 月 /! 日是“国际癫痫关爱
日”，今年的主题是：实现梦想，根治
癫痫，从“遵医嘱、记日记”开始。癫
痫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据
国际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约有
千分之七的人患有癫痫病，在中国
目前约有将近 '"""万名癫痫患者，
其中 +""万到 *""万病人每年仍有
发作，而且正在以 4"万6每年的速
度增加。
癫痫的病因是什么？原发性（特

发性7癫痫：可能与遗传有关。症状
性癫痫：因于多种脑部病损和代谢
障碍，如先天性疾病、产前期和围生
期疾病（产伤是婴儿期癫痫的常见

病因）、高热惊厥后遗、难产、外伤、
感染、中毒、颅内肿瘤、脑血管疾病、
营养代谢性疾病等。
癫痫持续状态是怎样的？一次

大发作持续 )"分钟以上，或短期内
频繁发作，以致发作间歇期意识不
清，持续性昏迷者，称为癫痫持续状
态。患者常伴高热、脱水、酸中毒、脑
水肿等严重并发症。如不能及时诊
治常可危及生命。感染、中毒、疲劳、
酗酒、睡眠不足、抗癫痫药物使用不
当常是癫痫持续状态发作的诱发因
素。!作者系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神
经内科主任雷勋杰 " 咨询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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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梦想 根治癫痫

! ! !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患有骨性关节炎，导致
膝关节疼痛，严重威胁中老年人身
心健康。

很多患者因为畏惧手术，多服
用药物以缓解疼痛，无法系统地解
决骨性关节炎产生的炎症、粘连、
赘生物、疼痛等多方面问题，因此
关节还是会继续加速退变，症状会
越来越严重。因此，整体的综合治
疗思路较为重要，骨性关节炎需要

系统的综合治疗才能有良好的效
果。采用非手术的治疗手段综合解
决炎症、粘连、赘生物、疼痛等多方
面问题，这样不需要手术也可以有
效缓解症状、改善关节腔环境、延
长关节寿命、延缓手术。对于中重
度的骨性关节炎患者也可以起到
积极的作用，可有效提高中老年人
生活质量。

除骨性关节炎之外，半月板、
滑膜损伤、骨质增生也会造成膝盖

疼痛、肿胀。对于此类病患，可以采
用微创关节镜进行治疗。微创关节
镜可以有效地去除关节腔内的有
害液体、碎屑、游离体，修剪破损的
滑膜及半月板，解决病症带来的疼
痛问题。

骨性关节炎等膝关节疾病的
治疗要着眼于早诊断、早治疗。当
患者出现症状，而关节软骨尚未发
生明显病变，并且关节间隙没有变
窄、骨刺没有达到显而易见的程
度，就要开始积极预防和采取综合
性治疗，并要定期到医院进行检
查。早期预防治疗不但可以延长关
节寿命，还可以减低后期医疗费
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