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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和谁最亲近

汗腺发达的人 出汗较多的人，血液中的酸性代
谢产物增多，导致排出的汗液乳酸值升高，对蚊子会
产生吸引力。

体温较高的人 蚊子的触角有一个对热很敏感的
受体，只要有一点温差变化，便立刻察觉得到，体
温较高的人散热较快，蚊子能够很快感知，因此对
蚊子产生吸引力。

呼吸较快的人 人在体力劳动或体育运动后呼吸
会加快；有些人本身肺活量大或呼吸节律较快，这
样呼出的二氧化碳相对较多，这些二氧化碳气体会
在头上大约1厘米左右的地方形成一股温暖潮湿的气
团，对蚊子产生吸引力。

衣着或肤色暗的人 蚊子具有“趋暗性”，就是
喜欢去暗的地方，比如穿黑色衣服的人和肤色较暗
的人比穿其他衣服颜色和皮肤颜色较白的人容易对
蚊子产生吸引力。

肿包大小因人异

被蚊子叮咬后，个人的表现可能不一样，有人
红肿一大块，甚至还有硬肿；有的只是小红点；大
多数人是起指甲盖大小的包。有的人被蚊子叮咬后
肿包消退快，有人消退慢。

这种差异的存在，是和蚊子的种类以及不同个
体对蚊子毒液的敏感程度有关。蚊子有很多种类，
常见的是按蚊属、伊蚊属和库蚊属，在叮咬过程中
会分泌一种抗凝剂以阻止血液凝固，而人体为了抵
抗这种抗凝剂，免疫系统会释放一种叫“组胺”的
化学物质，组胺会引起叮咬部位周围血管扩张，导
致皮肤表面发红；组胺还能导致血管通透性增高出
现水肿，表现为隆起的“风团”，同时组胺会刺激皮
肤中的神经末梢产生瘙痒感觉。平时容易过敏的人
被蚊子叮咬后会产生比常人量更多的组胺，导致大
包及硬肿的出现，并且消退缓慢。

成药功效各不同

在被蚊子叮咬后，选择一些药物来消肿止痒，如
“风油精”类、花露水类、绿药膏以及炉甘石洗剂：

“风油精”类
这包含了主要成分与风油精大致相同的各类产

品，如万金油、白花油、清凉油等。这些产品的主
要成分为薄荷脑、樟脑、桉油、丁香油（酚）等，经不
同配比制作成各种剂型，如乳膏剂、气雾剂、酊
剂、搽剂、油剂以及适合儿童使用的避蚊圈等。可
以消除局部炎症，止痒。

花露水类
花露水是以花露油 （如橙花油、玫瑰香叶油、

柠檬油等） 为主体香料，配以酒精制成的一种香水
类产品。花露水对于没有破口的蚊虫叮咬皮损可以
起到清凉止痒的作用，但对于虫咬后抓破或是皮肤
敏感的人就不适用了。

绿药膏
主要成分是林可霉素 （抗生素的一种） 和利多

卡因 （局部麻药），因此止疼、止痒效果好，但对局
部的非细菌性炎症没有任何效果。

炉甘石薄荷脑洗剂
非处方外用药物，药店有售。炉甘石有很好的

止痒功效，并且对渗出有收敛作用，其中含有薄荷
脑，能清凉止痒，适用于各类人群。

中药妙招显神通

1.薄荷10克，蛇床子30克，白鲜皮30克，苦参
30 克，加 1000 亳升水煎煮至 700 毫升，所得药液用
来擦洗或涂抹叮咬的地方。

2.鲜薄荷叶、鲜芦荟等量，加适量纯净水用搅拌
机搅成浆糊状，用于蚊子叮咬的地方，可以快速止
痒消肿。

3.用凉白开水将季德胜蛇药片化开呈糊状，外敷
患处及周围，有很好的消肿止痛作用，每日3次。

简单土法亦有效

1.当发现蚊虫叮咬或局部痛痒、起风团时，可以
把口内的分泌液唾在掌中或指上，在患处反复揉搓
一分钟，以痛痒缓解为度。

本法为民间流传的一种自体疗法，其机理可能
与唾液中的多种溶菌酶、免疫球蛋白及酸碱度有
关。据观察发现，半夜、早晨及吸烟人的唾液疗效
较好，俗称“臭唾沫”，而疗效的优劣随人体的健康
状况发生改变。

2.当被蚊虫叮咬后，立即用水化开一点肥皂，抹
在患处即可。蚊虫叮咬时，在蚊子的口器中分泌出
一种有机酸——蚁酸，这种物质可引起肌肉酸痛，
而肥皂含高级脂肪酸的钠盐，水解后呈碱性，可迅
速消除痛痒。

其他虫咬要警惕

如果身上突然出现条索状、点状或斑片状红
肿，像被竹签刮伤一样，严重的还伴有糜烂、水
疱、脓疱，有明显的瘙痒和灼痛，首先要考虑隐翅
虫皮炎。隐翅虫除了引起皮炎，严重者可有附近淋
巴结肿大、发热等全身症状，若继发感染则病情更
严重，但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

隐翅虫是一种形似黑色蚁的小甲虫，每到夏
秋，特别是在雨后闷热的天气里活动十分频繁。隐
翅虫停留在皮肤上，不会咬伤皮肤，但如果被拍
死，其体内的一种强酸性毒素会引起皮肤急性炎
症。所以，对这种虫子不能拍，建议将小虫用嘴吹
落或用手拨落后踩死。

松毛虫又称“杨辣子”。皮肤接触松毛虫的虫
体，被毛虫的毒毛刺入而发生皮疹，即为松毛虫皮
炎，表现为红色的斑疹、丘疹、丘疱疹、风团样肿
块等，反应重的可出现水疱，可伴有关节红肿疼
痛，甚至化脓。

（作者系北京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迁，乳腺癌的发病率近年
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在近日举行的2017乳腺癌天津论坛上，中国抗
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常委、天津市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主任
佟仲生表示，在当前的精准医学时代，相较于单纯的“一切了之”，
乳腺癌治疗更强调采取针对全身的综合治疗，能够有效降低复发转
移风险。

佟仲生说，对于早期乳腺癌，手术切除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但在临床上，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对疾病认识不足、体检意识淡
化等原因，有4%-6%的乳腺癌患者在初次确诊时，就已经发生了远
处转移，失去了手术的最佳时机。而对于早期乳腺癌，术后应根据
病理及免疫组化结果，按照分子分型进行合理的系统治疗，不提倡
单纯地“一切了之”。进一步的全身治疗是防止乳腺癌复发的关键。

佟仲生强调，乳腺癌是当前有效治疗方法最多的恶性肿瘤之
一，除了手术之外，还可采取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
等多种方式，以保证手术难以切除的肿瘤细胞和微小转移灶能够得
到有效抑制。患者要根据疾病情况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
只要及早接受规范化的综合治疗，早期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可以高达
90%。对于失去手术机会的晚期患者，通过放化疗、靶向治疗等综合
治疗手段，仍能提高无进展生存期及总生存期。

夏季很多人喜欢穿短衣短裤，但是暴露在外面的皮肤却成了蚊
虫叮咬的重点区域，于是花露水成了很多人的防蚊止痒利器。但是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主任杜长明提醒，花露水并不是很安
全的，如果使用不当不但会损害健康，严重的还可能危害生命。尤
其是以下4大误区，一定要避免。

误区一：涂抹越多防蚊止痒效果越好。为了避免蚊虫叮咬，很多
人喜欢倒花露水涂抹在全身各个部位。这样做有的人适应，有的人却
会出现身体发痒、冒冷汗的症状，所以抹花露水要适量，不要贪多。

误区二：皮炎患者都可以使用。不少皮炎患者觉得涂抹花露水
之后皮肤很凉爽，感觉比较舒服，于是经常使用。螨虫皮炎患者等
皮肤有炎症的患者不适合涂花露水缓解症状。因为螨虫叮咬后，其
分泌的神经毒素、溶血毒素容易使人体皮肤发生炎症反应，甚至出
现水肿红斑、风团、水疱等。此外，有的花露水还含有一种叫“伊
默宁”的成分，反而可能导致皮肤出现过敏反应，加重皮炎症状。

误区三：把成人花露水给孩子用。花露水含有很多刺激性的化学
物质，幼儿皮肤娇嫩并不适合成人用的花露水。建议家长，给孩子要
选专用花露水，在洗澡时如使用花露水应先稀释四五倍，且避免孩子
的眼睛直接接触。

误区四：涂花露水后立即抽烟或者进厨房烧火做饭。很多人购
买花露水时，容易忽略它的成分，在使用和储藏时未能避开火源。花
露水中含有大量“乙醇”，就是俗称的酒精，燃点较低，遇到明火会立即
燃烧，且速度很快。

杜长明提醒，很多品牌的花露水成分说明里“乙醇”都排在成
分表的首位，含量大多在 70%以上。花露水中使用乙醇主要有两个
用途：一是可以杀菌消毒，二是作为溶剂使用。花露水中有种成分
叫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俗称“驱蚊酯”，不具有水溶性，乙醇作
为溶剂，可让这些物质发挥作用。

“阿尔法狗”人工智能问诊肿瘤

本报电（胡彦）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近日在天津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医学影像计算机辅
助诊断及肿瘤多组学等科研领域，开展合作研究。强强联合建造医疗
界的“阿尔法狗”将使人工智能深入到肿瘤诊治的多个领域。

据介绍，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医疗行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
医疗影像诊断方面。具有深度学习功能的“人工神经网络系统”，“上
岗”前就具备数十万张专业影像医师的阅片信息，医生只需用鼠标点
击就可以在几秒钟内出具“检查报告”，且具有颇高的准确率。

盛诺一家获梅奥转诊机构认证

本报电（王静宇） 近日，盛诺一家宣布，其新获美国梅奥诊所
优质转诊机构认证 （RRF），从而可为前往该诊所就医的中国患者提
供更加优质的支持服务。

盛诺一家将获得美国梅奥诊所提供的以下特殊待遇：专门的合
作关系管理团队支持，更多的专业培训机会，登陆美国梅奥诊所医
生专用网站实时跟踪患者治疗信息等。

传统武术文化走进校园

本报电（冷小琳） 近日，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京拳走进
校园，成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盛事。

据介绍，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京拳，发源地于安徽省淮
南巿，具有江淮地方武术文化特点，既是深厚的文化传承，又是创
新和发展的新兴武学，是一套完整、科学、系统的健身、养生体
系。永京拳葛永志老师编创出适合青少年特点的套路，自 2008 年
起，先后在一些中小学推进，提升了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对促进青
少年身心健康，传承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积极作用。

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消化
道功能紊乱性疾病，现代医学迄今尚
未完全阐明其发病机制，治疗上大多
给予对症治疗，临床疗效欠佳。近些
年该病发病率不断上升，且以青壮年
居多，不光困扰中国的患者，也是个
世界性的问题。肠易激以腹痛或腹部
不适为主要症状，排便后可改善，常
伴有排便习惯改变，但缺乏解释症状
的形态学和生化学异常。

中医学无肠易激综合征之病名，
但依据其症状、病因病机等可归属于

“腹痛”“泄泻”范畴，中医药辨证论
治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肠易激综合
征多责之肝、脾、肾三脏的功能失
调，其病位在脾，与肝、肾两脏密切

相关，肝郁、湿热是主要致病因素。
人体的消化功能有赖于胃的和降、脾
的运化、肝的疏泄及胆、小肠、大肠
等脏腑功能的共同作用。但根据肠易
激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和诱发因素，发
现情志因素的影响甚大。肝为将军之
官，不受遏郁，主谋虑，主疏泄气
机，易为情志所伤。《临证指南医案》
云：“肝病必犯土，是侮其所胜也，克
脾则腹胀，便或溏或不爽。”肝木气机
怫郁，横逆犯脾，肝脾不调诱发本
病。 《景岳全书》 云：“若凡遇怒气
便作泄泻者，必先以怒时挟食，致伤
脾胃，故但有所犯，即随触而发，此
肝脾二脏之病也。”木之性主于疏泄，
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之气以疏泄之，

而水谷乃化，肝失疏泄，气机不调，
腑气通降不利，气血运行受阻则致腹
痛；或郁怒伤肝，肝气郁滞，克犯脾
土，气机不利，饮食难化，日久胶
结，故便中出现黏液则致腹泻。

据肠易激患病率调查，知识分子
高于农民，年轻患者多于年老患者。
现在城市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升学、
就业等各种社会压力使此病在白领阶
层、知识分子、在校学生中高发。这
也证实了情绪抑郁、焦虑紧张易致肠
易激综合征。“痛泻要方”是治疗精神
性肠易激的中医经典方剂。《医方考》
说：“泻责之脾，痛责之肝；肝则之
实，脾则之虚，脾虚肝实，故令痛
泻”。方中主药为炒白术、白芍、陈

皮、防风。并可随症加减，如腹痛明
显，可加钩藤；腹泻腹胀明显，可加
茯苓、广木香。方中，炒白术燥湿健
脾，白芍养血泻肝，陈皮理气醒脾，
防风散肝舒脾，四药相配，可以补脾
土而泻肝木，调气机以止痛泻。

防治精神性肠易激综合征除了用
药，还要学会自我调节，时刻保持良
好的心态。如果无法排解，可试着分
散自己的注意力，比如平日多做自己
喜好的事情或是多参加户外活动，结
交新朋友。若情绪实在无法自控，可
以建议医生开具调节抑郁的药物。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乳腺癌治疗并非
“一切了之”

朱 芸

花露水使用有四误区
杨 璞

中医如何治疗肠易激综合征？
王红蕊

蚊虫叮咬是夏季皮
肤受损的最常见原因。
如何避免蚊虫叮咬保护
好我们的皮肤健康呢？
您需要知道这些——

蚊虫叮咬 处置要早
黄 青 祁 烁

蚊虫叮咬咬 处置要早处置要早
黄黄 青青 祁祁 烁烁

外出工作或旅行时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的疫情。前
往登革热及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流行地区时，应
穿浅色长袖衣服和长裤，在外露皮肤及衣服上喷、涂
抹蚊虫驱避剂。住宿时，应选择配备有空调或纱门、
纱窗的旅馆或住所，及时清空小型积水容器 （如水

桶、花瓶、花盆、轮胎等） 中的积水。
建议：尽量避免前往蚊子密度较高的场所，必须

前往时可现场喷洒灭蚊剂；孕妇和计划怀孕的女士尽
量避免前往寨卡病毒流行国家和地区；登革热、寨卡
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流行地区归国、来华人员。若出
现不适，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近期外
出旅行史。

蚊媒传染病发病高峰提示

图为青少年展示永京拳图为青少年展示永京拳。。 樱 子摄樱 子摄

用于治疗成人基因 1b型慢性丙型肝炎 （非肝硬
化或代偿期肝硬化） 的治疗药品——百立泽（盐酸
达拉他韦片） 联合速维普（阿舒瑞韦软胶囊） 近日
在中国上市。这是首个也是目前唯一在中国上市的
全口服直接抗丙肝病毒药品。

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庄辉表
示：“首个全抗丙肝病毒药品的上市，可让更多中国

丙肝患者通过这些创新药品获得治愈希望，为中国
实现消除丙肝的愿景增加了可行性。”

根据一项针对全国 34 个城市 500 名丙肝患者的
《中国丙肝患者认知及治疗现状调研》结果，所有接
受传统抗病毒治疗的患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困
扰，尤其在未治愈的情况下，接近 80%的患者表达
了焦虑、失望等负面情绪，他们迫切期待通过创新

抗丙肝病毒药物获得治愈。
北京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系主任徐小元教授说，

该药物可以直接命中丙肝病毒上的“目标靶位”，有效
抑制病毒复制，从根本上清除病毒，从而降低因丙肝
感染导致的肝硬化和肝癌的死亡率。

庄辉说，目前，我国约有九成患者或多或少对
丙肝存在错误认知，如对重要的丙肝病毒监测指标
等知之甚少，甚至有近1/3的患者误认为丙肝病毒会
通过喝水吃饭等方式传播，还有约1/3的患者不知道
丙肝是可以被治愈的。因此，开展广泛的丙肝健康
教育项目，加强对丙肝的预防宣传，消除社会对丙
肝患者的歧视，提高丙肝高危人群和患者的筛查和
治疗意识，同样是丙肝防治取得成功的关键。

首个全口服抗丙肝药品上市
喻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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