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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溃疡是相当普遍的病症，发病率为 20%，是
仅次于蛀牙、牙周病等口腔常见疾病。很多人患口腔
溃疡后煎熬几天也就过去了，但也有患者口腔溃疡总
是不好，还越来越严重。面对口腔溃疡这个难缠的
“小毛病”，患者有不少疑问，“为什么我的口腔溃疡总
是反复发作？”
“ 治口腔溃疡有小偏方吗？”
“ 什么样的口
腔溃疡要警惕变为口腔癌？”……各种“偏方”也随之进
入人们的视野。为此，北京口腔医院口腔黏膜科主任关
晓兵为患者解答关于口腔溃疡的相关疑问。

晓

就诊，让医生来诊治。
临床上，一些患者反映自己吸烟的时候不长溃
疡，把烟戒了反而出现了口腔溃疡。众所周知，吸烟
的危害很多，更不是治疗溃疡的方法。提醒那些“吸
烟不长戒烟长”的口腔溃疡患者，医生有很多正确的
治疗方法。

遵医嘱正确用药是关键

反复口腔溃疡难以预防
口腔溃疡，俗称“口疮”，很多人都曾经有过口腔
溃疡的经历。口腔黏膜溃疡往往表现为“黄、红、
凹、痛”，在溃疡表面有一层淡黄色的假膜，周围有充
血红晕，溃疡中心略凹陷，有自发性疼痛或因食物刺
激后产生疼痛。
对于复发性口腔溃疡，想要彻底预防确实比较
难。因为它发生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还是有些方
法可以减缓溃疡的发作。比如，偏食的人纠正偏食、
补充微量元素 （如维生素）；长期紧张劳累的人注意适
当休息、调整睡眠和情绪等。
此外，由于一些慢性病，如长期便秘、腹泻或甲
状腺疾病、糖尿病，也可能导致口腔溃疡加重，因此
先把这些相关疾病治好，也能减少溃疡的发作。尤其
是老人免疫功能逐渐下降，这是口腔溃疡容易发生的
原因之一。有些药物也可能诱发口腔溃疡，需要提醒
患者注意。此外，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对症治
疗。如果口腔溃疡发作频率较高，应该先去医院检查

在口腔溃疡发作期，一些患者往溃疡处抹糖、蜂
蜜，可能觉得蜂蜜能够提高粘膜免疫力；也有患者觉
得食物疗法可行，食用红酒、藕汁、柿饼等；还有一
些患者用创缘面贴药片或者激素类药片，简单粗暴地
放在溃疡上。不去医院就诊检查，而是相信“偏方”，
这也是口腔溃疡迁延不愈、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法的原
因之一。
关晓兵建议，这时候应该去口腔黏膜专科就诊，
医生会开一些局部止痛的药物。可减轻疼痛，进食、
说话时会好受些。专科医生也会根据具体情况辅以一
些口服用药，会利于控制溃疡发作。
有些患者口腔溃疡发作频率比较高，发作时特别
疼。这些患者在吃药控制住溃疡的发展以后，还应该
坚持再用药一段时间，这样能把溃疡发作的间隔期拉
长一些。要遵医嘱慢慢停药，不要自己觉得好些了就
停止用药。当然，药物也有副作用，有些口腔溃疡药
会慢慢表现出耐药性，因此不能长期服用。服药前应
该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现在治疗复
发性口腔溃疡的局部用药种类有很多，一种药效果不
明显，可以遵医嘱换另一种药试试。

链接▶▶▶

少数口腔溃疡隐藏着癌症变异可能
1.有家族史、遗传倾向的人群。
2.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
3.有吸烟、喝酒、口腔卫生差、嚼槟榔等习惯的
人群。
4.长期刺激口腔，易反复发生溃疡的人群，尤其是
本身具有口腔癌基因易感性的人群。

改变生活习惯避免口腔溃疡
经常性口腔溃疡患者中，有不少是因为不良习惯
造成的，如反复刺激引发口腔黏膜受损，使其变得极

和你聊聊烟雾病
钱宇阳
烟雾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呢？烟雾病是脑血管病
的一种，又称自发性颅底动脉环闭塞症，因脑血管造
影时呈现许多细密似烟雾状的新生血管而得名。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外八病区主任周忠
清介绍说，烟雾病对脑部的主要影响就是由于颈内动
脉逐渐变得狭窄甚至闭塞， 侧支循环又不充分，最终
引发脑梗或者脑出血，致残率和致死率很高，而反复
脑梗则是这种病的主要症状。

该病需要进行血管重建，即让脑外的正常血管向
脑内供血，改善脑内血流循环，降低脑缺血和脑出血
的风险。目前，脑血管重建手术包括直接血管搭桥手
术、间接血管搭桥手术及综合手术治疗，综合手术治
疗是结合前两种手术方法的手术。
手术的目的是为了完成颅内外的血管重建，依靠
来自颅外颞浅动脉的血运，为颅内缺血的脑组织进行
供血。3-4 个月后，脑血管造影就可以看见颞浅动脉

反复患口腔溃疡的患者，如果经检查确诊为复发
性口腔溃疡，就不会癌变，因为口腔癌和口腔溃疡不
是一回事。复发性口腔溃疡有自限性，所谓自限性是
指溃疡长多大就是多大，可以自愈。
关晓兵提醒，治疗口腔溃疡没有什么偏方，如果
患者的口腔溃疡发作频率比较高、溃疡比较严重，正
确的做法是及时到医院就诊，让医生对症治疗。医生
会针对患者的自身情况用药，控制溃疡发作的频率。
例如，将维生素 C 片贴到口腔溃疡处治疗口腔溃疡
等。口服药物尽量不要用在口腔黏膜上，因为药物对
黏膜刺激非常大，还可能会使溃疡发作加重。

首先，口腔癌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口腔内出现经
久不愈、位置固定的溃疡。如果口腔溃疡时间已经超过
4 周，就应该高度警惕，必要时要进行局部活检。
第二，注意口腔黏膜颜色的改变。正常口腔黏膜
一般是粉红色的，如果发现口腔黏膜变成白色的斑块
或条纹，颜色变成赤红色，都提示黏膜的表皮细胞发
生了变化，这时需要警惕发生癌变的可能。
除了颜色改变外，口腔黏膜质地的改变也要引起
注意。口腔黏膜呈现绒毛状或菜花样的隆起，或者有
迅速增大的肿块或结节，能够触摸到口腔组织质地发
生变化，这时要特别注意。
第三，口腔内某一个区域反复出现麻木或者疼
痛，以及其他的功能障碍，都提示肿瘤可能已经累及
到临近的神经。再有就是出现不明原因的牙痛和牙齿
松动，也有可能是口腔癌。

为敏感。因此避免这些刺激，对黏膜修复有好处，对
减少和防治口腔溃疡再发作也很有帮助。
辣、烫的食物 有些人很能吃辣，吃再多也不会
患口腔溃疡，但也有些人哪怕是吃微辣的食物，也会因
为受不了刺激而冒出溃疡，这说明不同的人口腔敏感
度和承受力是不一样的。因此建议自己把握一个度，
不要为了一时口舌之快而跟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另
外，吃滚烫的食物极易破坏口腔黏膜，也需尽量避免。
槟榔 我国南方一些地区的人喜欢吃槟榔，在咀
嚼槟榔的过程中容易划伤口腔，造成刺激，诱发口腔溃
疡。因此建议容易患口腔溃疡的人少吃槟榔，槟榔中
所含的大量糖分和生石灰还会增加口腔癌变的概率。

向脑部供血。手术可以改善脑供血，让那些休眠的脑
细胞活跃起来，促进神经功能恢复，降低脑梗塞以及
脑出血的风险。
专家提醒，烟雾病早期病情较轻时，多表现为不
容易被察觉的头痛症状，因此，儿童患病早期很容易
被误诊，而这就要求家长在孩子出现不明原因的说话
不清，手脚活动障碍，经常走路跌倒或抽搐、头昏、头
晕、头痛等症状时，要高度怀疑脑部疾患，马上去医院
进行相关检查。年轻人若出现反复发作的肢体无力，如
常常拿不稳筷子，及不明原因地反复昏倒，也要考虑是
否患有此病。通过早期症状的甄别，及时进行 CT 脑血
管造影（CTA）或磁共振血管造影（MRA）、在数字减影
血管造影机下完成的脑血管造影（DSA）检查，常常能
得到确诊，以利进一步的治疗。

王红蕊
呜呼。南宋文学家洪迈记载：
“ 中野菌
者，急采鸳鸯藤啖之，即今忍冬也。”忍
冬、鸳鸯藤即金银花。
金银花是一味清热解毒的良药，在
中医临床处方中也用的非常多。药材金
银花为忍冬科忍冬属植物忍冬及同属植
物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其性甘、寒，
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达又
可祛邪。金银花既能宣散风热，还善清
解血毒，用于各种热性病，如身热、发疹、
发斑、热毒疮痈、咽喉肿痛等症，均效果
显著，是治阳性疮疡的要药。清代陈士
铎《洞天奥旨》说：
“ 疮病一门，舍此味无
二 品 也 。”主 张“ 消 火 热 之 毒 必 用 金 银
花，”每每疾呼“若能多用，何不可夺命以
须臾，起死于顷刻哉”，
“诚以金银花少用
则力单，多用则力厚而功巨也”。陈氏经
验，疮疡起时必得金银花可止痛；疮疡溃

脊柱问题影响儿童成长
蒋 敏
据儿童脊柱筛查调研数据显示，3-14 岁的儿童中久坐易疲
劳的占到 14.15%，站姿不规范的占到 3.41%，书写姿势不规范的
占到 22.93%，坐姿不规范的占到 13.66%，这些不良习惯都可能
会影响孩子的脊柱发育。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儿童身高促进计
划——挺起未来的脊梁”专家科普讲座活动上，北京解放军总
医院第八医学中心骨内科专家王天天，以详尽的数据直观地展
现了中国儿童脊柱健康现状，并介绍了儿童脊柱健康防护指南。
通过对儿童脊柱筛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发现，高达 8%的孩
子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脊柱健康问题，可见，中国儿童的脊柱
健康亟待关注。王天天提醒，家长及学校应更多地关注、重视
孩子的脊柱健康问题。
儿童青少年脊柱问题的发生率正呈上升趋势，这不仅影响
他们的形体姿态，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还可能会给孩子带
来心理上的负担，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建议家长要对孩子
进行定期的脊柱健康问题筛查，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
脊柱侧弯引起的脊柱不平衡，非常容易引起久坐易疲劳、
腰背部疼痛等问题，继而使孩子上课很难集中精力，导致成绩
下降。专家提示，及早发现，对于儿童青少年脊柱健康问题的
治疗和康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自我筛查是发现脊柱问题
最简单、快捷的方法。只需要眼和手，通过简单的四步操作就
可以判别。主要方法是在孩子站直的情况下观察两肩是否等
高，肩胛骨最下端是否等高；在孩子弯腰时，观察双侧背部是
否对称，脊柱棘突是否为直线等。如发现异常，要到医院脊柱
外科门诊就诊，必要时拍摄脊柱正位侧位 X 线片。
在课业压力普遍较重的当下，家长要注意避免孩子的书包
过重，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并且要合理搭配饮食，确保
每日钙的摄入量。儿童青少年每天要摄入 800-1200 毫克钙，才
能保证骨骼的正常代谢，获得理想的骨钙峰值。

如何早期发现口腔癌？

清热解毒良药——金银花
“天地氤氲夏日长，金银二宝结鸳
鸯 。 山 盟 不 以 风 霜 改 ，处 处 同 心 岁 岁
香。”这首唯美的民间情歌里说的金银二
宝就是金银花。
“金银花”一名出自《本草
纲目》，五月开花，微香，蒂带红色，花初
开则色白，经一、二日则色黄，故名金银
花。又因为一蒂二花，两条花蕊探在外，
成双成对，形影不离，状如雄雌相伴，又
似鸳鸯对舞，故有鸳鸯藤之称。
宋徽宗年间，蔡京、高俅专权，刀
兵、祸患、天灾皆至。苏州太平山白云
寺的和尚靠挖野菜度日，山上蘑菇肥大
鲜艳，质厚光滑，可采回煮食不久，即
腹痛流痰，恶吐昏死。寺内一和尚想起
豫章和尚云游时曾用鸳鸯藤治毒疮一
事 ，心 想 ，即 使 不 能 解 蘑 菇 毒 ，也 可 一
试。他上山采回鸳鸯藤给中毒者煮而食
之，结果食者得救，怕苦涩而不食者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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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必得金银花可去脓；疮疡收口时必得
解并排出体外，从而也就减少了高血糖
金银花可起陷。疮疡必重用，恒用二两， 的发生。
一般半斤至十二两。金银花治痈疽发
炎热的夏日金银花代茶饮，既能清
背，不论何处，皆有奇效。
热解毒，也能退热祛暑，冲饮金银花茶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金银花对金黄
既能起到良好的防暑作用，也能让中暑
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痢疾、伤寒、脑
者的症状很快减轻。
膜炎双球菌、肺炎双球菌、绿脓以及流感
（北京市朝阳区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病毒等都有明显抑制作用，并能促进淋
巴细胞转化，增强白细胞的吞噬功能。
促进肾上腺皮质激素的释放，对炎症有
明显抑制作用。为应对一年中的流感高
发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全国名老
中医研讨，制定出预防和治疗流感的中
药方剂，其中均重用金银花。金银花还
含有大量的活性酶，这种物质进入人体
以后可以促进人体内脂肪的分解，也能
控制胰岛素的分泌量，还能抑制人体对
葡萄糖的吸收，能让身体内多余的糖分

脸部皮肤问题需对症治疗
尹书显

明 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如何安全有效地变美却不是人人皆
知的。近日，原空军总医院激光美容中心注射科主任王春红表
示，针对皮肤老化问题，需要科学地“变美”，关键是找对适合
自己的治疗方式。
皮肤光老化是自然老化和紫外线辐射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
为皮肤曝光部位粗糙、增厚、干燥，局部有过度的色素沉着或毛细
血管扩张等。长年累月的日光照射是影响皮肤衰老的最大因素。
对于皮肤表皮的问题，如光泽度、色斑、红血丝等，可以
采用激光美容或注射美容的方法。激光祛红血丝，一方面导致
小血管凝固，最后消退；另一方面可以刺激皮肤真皮的胶原生
长，增加表皮厚度和致密度，从而使小血管不再显露的同时，
使皮肤的弹性和抵抗力增强。
面部表情肌直接牵动皮肤，多年的面部表情动作反复折叠
皮肤，逐渐形成动力性皱纹，最初，动力性皱纹仅仅在面部表
情动作时出现，最终表现为静态时也可见皱纹形成。对于表情
肌的收缩而引起面部皱纹的问题，可以通过使用肉毒毒素，有
效地控制表情肌过度收缩所引起的一系列真性或者假性的皱
纹，对于衰老会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皮下脂肪慢慢萎缩，造成面部组织塌
陷，从而尽显老态。如果把皮肤比作一张布，胶原蛋白就是撑
起这块布的支架，对真皮层提供有力的支撑，让皮肤既丰满又
有形状。随着年龄增大，胶原蛋白不断流失，表皮缺少了支
架，慢慢塌陷没了弹性，皱纹就产生了。对于软组织松垂，在
微整的治疗方案上通常是还原它的容量，使得皮肤能够实现提
升收紧的效果，较常采用的方法是使用填充剂。
填充剂目前主要有两大类，一大类是玻尿酸，能起到明显
填充的作用。另外一类就是胶原蛋白，对于皮肤除了有填充还
原的效果，同时还有紧致提升的作用。对于皮肤比较薄的位
置，如果采用了玻尿酸注射，在阳光照射到皮肤表面时会有阴
影，所以类似眼周等位置填充注射首选胶原蛋白。

北大资源大健康战略研究院成立
本报电 （魏 宁） 北大资源集团近日宣布，成立大健康战略
研究院，进军大健康产业，国家特聘专家联合工作站及大健康
智库平台同步启动。
据介绍，北大资源集团致力于探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集
“医、康、养、研”于一体的医疗产业生态圈。未来，将以大健
康战略研究院、大健康产业园以及社区健康管理为支点，通过
搭建智库平台，建设服务产业创新、发展原创科技的空间载
体，形成完备的产业链运营内容，推进大健康战略落地，也为
投身其中的企业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中国医学基金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成立
本报电 （李景仁） 中国医学基金会糖尿病学术研讨会暨中
国医学基金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近日在京成立，旨在加强我国
糖尿病的预防，提高我国糖尿病治疗水平。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朱大龙教授当选为中国
医学基金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荣誉主席，王执礼教授当选为主
任委员，32 位专家学者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常委和委员。专委
会将更好地凝聚行业专家力量，积极投入糖尿病防治的公益事
业，为更多糖尿病患者、高危人群提供支持和帮助。

“e 健康中国心”项目迈向全国
本报电 （兰 闻） 由北京力生心血管健康基金会主办的“e
健康中国心项目”试点阶段总结暨全国范围推行启动会近日在
河南郑州召开。该项目以政府决策为先导，网络科技与便捷医
疗为措施在部分贫困县区开展试点，为试点县区医疗机构培养
人才梯队，为当地群众提供基于网络的心血管疾病防治结合的
便捷医疗健康服务。
据介绍，“e 健康中国心项目”将逐步拓展至全国乡镇卫生
院和社区，计划实现基层医生培训 10 万人次、大众教育 300 万
人次，促进基层医共体建设，降低基层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
为 “精准扶贫、健康扶贫”战略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