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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垫、枕头、沙发，拿着放大仪器看，密密麻
麻的螨虫能让你宁愿睡地板，也不睡床垫”“枕头用3
个月就必须扔掉，里面全是螨虫”……

螨虫究竟是何方神圣让人又惧又怕？我们的家中
真的“螨虫成灾”吗？

不是所有螨虫都有害健康

螨虫和蜱虫同属于蜱螨亚纲，这是节肢动物门蛛
形纲中的一个亚纲。在显微镜下，螨虫的外形近似蜘
蛛，但比蜘蛛小得多，身体大小一般在0.5毫米左右，
有些不到0.1毫米。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螨虫有5万
多种。

螨类滋生的重要条件是适宜的温度、湿度和食
物。在地球上，螨虫的生存领域遍布地上、地下、山
水中以及生物体内外，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居室环
境中生存的螨类有40余种，其中，与人体健康相关的
有10余种，包括尘螨、粉螨、蠕形螨、疥螨等。

大家最为熟悉的尘螨主要以人的汗液、分泌物、
脱落的皮屑为食，繁殖速度极快。它们分布在地毯、
沙发、毛绒玩具、被褥、坐垫、床垫和枕芯等处。粉
螨则主要在贮存的食品和粮食中繁殖；蠕形螨寄生于
人的毛囊和皮脂腺中，如鼻、耳、头皮、前胸、后
背、耳道等地方；疥螨可寄生于人和哺乳动物的皮肤
表层。

总体来看，由于床垫、沙发、被褥和枕头与人体
接触时间较长，温度和湿度相对较高，且具有螨虫喜
食的人体皮屑，因而螨虫滋生率最高。此外，现代居
室常用丝绒材质的落地窗帘，不易洗涤，往往会积聚
或吸附灰尘；若是人造织物，由于静电作用还可能吸
附棉花短纤维、羊毛短纤维以及人体脱落的皮屑。这

些天然植物纤维和人体脱落的皮屑，均是尘螨的理想
食物，所以居室中的螨类也能在窗帘上栖息、繁殖。

螨虫常见危害是诱发过敏

我们对于螨虫的认识其实是从脸部开始的。研究
显示，约 60%的人的面部都有螨虫。这类螨虫叫蠕形
螨，多寄生于人的脸部或其他部位的毛囊、皮脂腺
内，吸取细胞内营养物质和皮脂腺分泌物，破坏正常
细胞。

由于螨虫的刺激及其排泄物的化学性刺激作用，
被寄生的部位可出现毛囊扩大、血管扩张、纤维组织
增生等问题，皮肤还会出现红斑、丘疹、肉芽肿、脓
疱和瘙痒等现象。像酒渣鼻、皮肤粗糙、毛孔扩大、
继发感染、痤疮、口周炎、睑缘炎、皮损、脱发和外
耳道瘙痒等症状，实际都与蠕形螨感染高度相关。

但要说起螨虫对人体的危害，就不得不提到“过
敏”。近些年许多研究都指出，居室螨类是室内重要的
过敏原，可引起螨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异位性皮炎
和慢性荨麻疹等。以尘螨为例，它们的尸体、排泄
物、蜕下的皮壳等均是过敏原。国外一项研究发现，
在尘螨的排泄物中有 5种蛋白质，都是过敏性哮喘的
主要过敏原。

而且，螨类还可寄生于人体内。它可通过日常饮
食或呼吸，进入并寄生于人体的消化道或呼吸系统，
引起肠螨病和肺螨病。

肠螨病通常是因食用螨虫污染的食物，如过期放
置的饼干、糕点等发病，其症状是腹泻、呕吐，偶有
便血甚至肠道溃疡。肺螨病通常发生于36岁至45岁之
间的男性，他们主要是哮喘患者或从事药材、粮食、
饲料加工、养鸡场、家务劳动等行业的人，这类人群

的患病原因主要和职业接触有关。其症状与肺结核和
支气管炎等疾病相似，出现咳嗽、咳痰、咳血、气喘
和胸闷等症状。在少数情况下，螨虫会寄生于泌尿系
统，形成泌尿螨病等，主要表现为尿道炎症，症状轻
重不一。有时，螨虫也会成为致病菌的传播媒介，传
染羌虫病、流行性出血热、鼠型斑疹伤寒、弓形虫
病、立克次体病和狂犬病等。

正常家居环境不必谈螨色变

虽然说了这么多关于螨虫的危害，但也要提醒大
家，正常家居环境中是避不开螨虫的。

实际上，与我们共存的其他微生物比螨虫还要
多，如细菌、微生物，它们的细胞数量甚至多于人体
细胞的数量。同样，生活在家庭里的杆菌、球菌比螨
虫多得多。因此，螨虫只是和人共同生存的微生物之
一，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过度担心螨虫的存在。

有一种情况除外，如果经医生诊断，家中有易感
人群，就要尽量减少螨虫的存在。易感人群是指有螨
虫过敏症的人群，比如，哮喘患者、过敏性鼻炎患
者、异位性皮炎患者、慢性荨麻疹患者、过敏体质婴
幼儿。在这几类易感人群中，明确查出螨虫为过敏原
之一的不在少数。

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螨虫是自然界微生物中的
一种，目前无法完全去除它的存在。从家居卫生环境
的角度，我们可以采取定期打扫卫生，清除积灰，清
洗床上用品等方式控制其数量，预防因其过度繁殖带
来的螨虫皮炎、螨虫过敏症等健康问题。至于“枕头
用 3个月就必须扔掉”这种说法，则过于极端，完全
没有必要。

（作者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医师）

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广岛遭美国原子
弹轰炸，所有植物都无法存活，唯有银
杏树短时间内破土而出，枝繁叶茂，生
机勃勃。在1945年9月对核爆中心附近
的树木等植物进行调查时，人们惊奇地
发现：一株银杏树是经历了核爆洗礼后
最先恢复萌芽的植物，并且没有发现有
多大的畸形。银杏树是最古老的孑遗植
物，有“活化石”之称。就连恐龙灭绝
了，它依然生命长青，就连骇人听闻的
原子弹，也不能奈何于它。银杏树生长
较慢，寿命极长，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
结银杏果要 20 多年，40 年后才能大量
结 果 ， 因 此 又 有 人 把 它 称 作 “ 公 孙
树”，有“公种而孙得食”的含义，后
来因为要进贡给皇帝，才改名银杏。银
杏是树中的老寿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

古老树种之一。 中国人视银杏树为福
树，也是因其有用处，全身是宝。银杏
的种子去皮名白果，白果是银杏的种
核，品味甘美，营养丰富，为上等果
品。根据考古资料，在春秋战国时代，
白果就被食用。北宋初年被作为皇帝的
贡品，极受皇家的推崇。

秋季正是银杏果实成熟的时节，中
药白果就是银杏的干燥成熟种子。《纲
目》记载：银杏，原生江南，以宣城者
为胜，树高二、三丈，叶薄，纵理俨如
鸭掌形，有刻缺，面绿背淡，二月开花
成簇，青白色，二更开花，随即卸落，
人罕见之。一枝结子百十，状如柿子，
经霜乃熟，烂去肉取核为果，其核两头
尖，其仁嫩时绿色，久则黄。自二战
后，日本发现其强大的抗辐射作用，日
本人就养成了每日食用白果的习惯。西
方人圣诞节也必备白果。

中医认为，白果味甘、苦、涩；性
平；有小毒。归肺、肾两经；熟食，温
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止白浊。生
食，降痰，消毒杀虫。嚼浆，涂鼻面手

足，去皶疱黑斑皲皱。及疥癣疳匿阴
虱。白果还具有通畅血管、保护肝脏、
改善大脑功能、润皮肤、抗衰老、治疗
老年痴呆症和脑供血不足等功效。由于
银杏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核黄素、
胡萝卜素等，因此可以抗氧化，保护细
胞的完整性，延缓衰老。

白果甚好，但也需注意白果中毒。
此大多发生在入秋白果成熟季节，大量
服用白果后，可出现发热、呕吐、腹
痛、泄泻、惊厥、呼吸困难，严重者可
因呼吸衰竭而死亡。少数人则表现为感
觉障碍、下肢瘫痪。症状发展迅速，须
急速抢救处理。使用白果切不可过量。
白果的外种皮也有小毒，能刺激皮肤引
起接触性皮炎等症。

相传古代江南某地，有一刘姓女子
生性放荡，虽已生子，仍常常红杏出
墙，丈夫被她气死。留下公公及幼子她
也颇感碍眼。一次，她的苟且事被公公
及幼儿发现，刘氏大怒虐待祖孙二人。
一天夜晚，她在饭食中放入洋金花粉末
致祖孙俩昏睡不醒，她伙同情夫将二人

推入井内。过了一段时间，那井口长出
一株大树，挺直而光洁，繁茂的叶片如
同一把把张开的扇面，煞是好看。后
来，大树短枝叶处长出花蕾，绽放出喇
叭状花来。花落后，结出杏子一样果
实，渐渐地外表变白。刘氏等果子熟透
后，便同情夫摘食。吃了几枚后，觉得
肉果有臭味，倒是其内核光净而白亮。
用牙一咬，果仁露出，稍一嚼咬，觉有
甜味。二人便不停地剥食果仁，如磕瓜
子一般。不知过了多久，二人开始恶心
吐 泻 ， 最 后 导 致 全 身 痉 挛 ， 抽 搐 而
亡。 随着岁月的流逝，此树的种子，
流入田野，飞进山谷，长出了众多参天
大树。人们在无意中剥食其果仁时，发
现食用适量，不但不会中毒，而且还是
止喘化痰、涩精止带的良药。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首部《中国儿童肥胖报告》指出，近30年来，我国的胖孩
子越来越多，如果不加控制，到2030年，我国超重肥胖的青少
年数量将增至4948万人。肥胖一旦发生，要想逆转就变得非常
困难。在近日启动的“长颈鹿行动”之青少年体重管理进校园
活动上，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马冠生指出，防控肥胖必须未
雨绸缪，以“预防为主”。而学校是防控青少年肥胖的主战场之
一，在培养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马冠生说，青少年肥胖不仅意味着糖尿病、高血压和慢性
肾病等一系列疾病发病率的增加，还会影响青春期发育，危害
呼吸系统及骨骼，对心理、行为、认知及智力产生不良影响，
甚至诱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癌症等。

著名心理学研究人员陶思璇也认为，青少年体重控制行为
和心理疏导息息相关，只有在心理上接受事实，认清现状，再
配合着家庭和学校两方面的饮食控制和运动调整，才能做到真
正的减重。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学生营养室主任张倩以我国青
少年肥胖状况及防控策略为主题做了分析，她建议学校、家庭
共同设计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方案，重视青少年健康与体重管理
问题。此次的“长颈鹿行动”计划，集合了各界专家学者之
力，从“饮食、运动、作息、情绪”四大领域入手，将体重管
理等健康知识写进教材指南里，并通过理论和实践两门课程，
走入全国各地中小学校，传播青少年体重管理知识，帮助中国
的超重和肥胖青少年进行体重管理。

目前，恶性肿瘤日益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而
“轻预防，重治疗”的传统模式，也造成了恶性肿瘤患者的死亡
率和生存率较高的现象。在近日举行的中美肿瘤高峰论坛上，
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荣誉会长于金明院士强调，加强肿瘤的防
治，需要综合外科学、内科学的力量，实现多科学综合发展，
为防治关口前移提供可供实施的全新模式。

根据 《健康中国2030》 规划的要求，到2030年，实现全人
群、全生命周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提高
15%。于金明说，北京地区的疾病谱自解放以来，已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传染病早已不是北京居民的首要死因，恶性肿瘤自
2007 年开始，已连续 3 年成为户籍人口的首位死因，占总死亡
的 25.72%。女性发病率最高的为乳腺癌，男性发病率最高的为
肺癌。

专家强调，根据医生临床诊疗肿瘤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肿
瘤防治研究会针对临床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将开展科学研究；
建立医院间、专家间、学科间的多学科多维度协作平台，开展
高质量的临床试验；通过推介肿瘤诊疗规范和指南，逐步提高
肿瘤综合诊疗水平及对肿瘤的防治意识；并汇集社会各个方面
的资源，构建肿瘤防治的立体网络。通过上述的多途径、多层
面、多渠道的手段努力，把癌症防治关口前移。

防控儿童肥胖
学校是主战场之一

珏 晓

癌症防治关口必须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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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防治关口必须前移
喻京英

对于易感人群来说，预防螨性疾病的关键在于减少
和清除居室环境中滋生的螨类，将螨虫环境控制在低于
100 只/克室尘或 0.6 毫克螨/克室尘的标准。当然，这是
需要专业检测结果才能得知的，大多数人能采取的防螨
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持室内通风干燥
平时注意通风和换气。当大气相对湿度低于 60%或

粮食含水量小于 12%时，粉螨就不能在这种环境条件下
存活。

2、每周定期清除灰尘
每周清除室内灰尘一两次，让携带螨虫及其他霉菌

的灰尘无法飘散于空气中。床下、沙发下、衣柜下等阴
暗角落要经常打扫，消除螨类生存的小环境。

3、勤洗床上用品
被套、枕套等床上用品要勤洗，水温 55℃为宜，并

在阳光下晒干。不能用水清洗的被、褥物品要定期除
尘，最好在太阳下晾晒。可选购人造纤维、泡沫塑料或

人造海绵填充的床垫、沙发、枕头，因其缺乏营养物质
和经过消毒，螨虫不能在其中生长、繁殖。

4、选择纯棉窗帘
窗帘可选用光滑、轻薄且容易洗涤的纯棉面料。纯

棉面料不易吸附灰尘、人体脱落的皮屑和人造短纤维等
物质。卧室最好不用尘螨最喜欢聚居的地毯。

5、糖和饼干别储存太久
食用糖储存太久会有甜果螨繁殖，存放饼干等食物

的盒子会有粉螨聚集，切记不要把糖盒和饼干盒放在床
边。

6、除螨仪器作用有限
市场上的除螨仪以紫外线除螨仪、强吸力除螨仪居

多。紫外线除螨仪使用得当能杀死部分尘螨，但杀死的
尘螨残肢需要吸出，不然仍会留在床上用品内作为过敏
原侵蚀人体皮肤。强吸力的除螨仪可将藏在床褥和床垫
深处的尘螨食物 （皮屑、食物残渣等）、尘螨排泄物吸
出，通过破坏螨类的生存条件达到部分除螨的目的。但
无论是紫外线除螨仪还是强吸力除螨仪，都是针对物品
浅表的螨虫才有用，而对边角、缝隙、织物深层的螨虫
均作用有限。

中国医药创新大会将举办

本报电（王 敏）“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将于 2017年
10月底在苏州举办。旨在搭建创新与资本合作桥梁，打通创新
企业融资渠道，实现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有益尝试。

据介绍，本届会议主题是推动国内外社会资本与医药创新
结合，提高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能力。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驻
华使馆，美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将组织国际路演专场；国际知名
投资银行J·P·Morgan以及中国台湾生技医疗产业策进会、以色
列驻华使馆等机构也将组织创新项目参与路演。

甲状腺及头颈外科工作室成立

本报电（李宏生） 房居高甲状腺及头颈外科工作室近日在
北京霍普甲状腺医院成立，这是该院设立的首个专家工作室。

据介绍，北京同仁医院头颈外科房居高教授，善长甲状腺
肿瘤的各种手术、头颈肿瘤的各种联合根治术、鼻内窥镜鼻内
肿瘤手术等，尤其是各种显微外科皮瓣的头颈修复手术及头颈
整形手术。该工作室将为医生提供更多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在
给医生带来技术提升的同时，也带来更规范化的医院管理，最
终使患者受益。

健康关爱走进黑河

本报电（张 妤）“健康关爱走进黑河”义诊及培训活动近日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举办。活动旨在送医、送药、
送技术给黑河百姓，以此表达对黑河人民健康的关爱和关注。

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哈尔滨各大医院的骨科专家刘海
鹰、袁燕林、杨健、曲敬等，针对当地常见的关节疾病和柱疾
病以及心血管疾病开展义诊，并为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人
员进行了专业讲座。活动吸引了近200名慕名而来的患者接受免
费义诊，获得当地群众的广泛称赞。

白果有营养为何要食用适量？
王红蕊

图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刘海鹰教授在为患者义诊。樱子摄

家中真的家中真的““螨虫成灾螨虫成灾”？”？
赵赵 邑邑 薛婧雯薛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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