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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国有数万名医务人员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然而，有
些人因为防护用品也引起了一些过敏现象，特别是一线医务人员在防控、救治工
作时，每天接触的防护用品会带来副作用，甚至引起皮肤伤害。解放军总医院第
五医学中心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医师李安信近日表示，避免佩戴防护
用品引起的皮肤损伤，有效的防护措施也很重要。
李安信说，手套、鞋套、防护服、护目镜等，因具有物理隔绝作用，可有效
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但是密闭时间过长，容易引起皮肤浸渍；摩擦可能引起皮
肤机械损伤，此外这类产品往往含有橡胶或塑料等有机成分，直接接触皮肤可能
引起过敏等皮肤损害。

如何避免佩戴防护用品
引起的皮肤损伤
喻京英

罗国金

洪建国

皮肤浸渍
皮肤浸渍：如果持续穿戴这些橡胶制品，则会因透
气性较差致皮肤长期处于潮湿状态，发生浸渍，表现为
局部皮肤变软、发白、起皱、脱皮等。
处置原则：1.选取型号适合的防护用具，确保穿戴
松紧适度，待皮肤及防护用具消毒剂彻底干燥后再佩
戴；2.佩戴防护用具前，局部外用含氧化锌或凡士林的
护肤润肤剂，可使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脂质膜，保护皮肤
减少摩擦、防止水化过度、隔离汗液及其他刺激；3.若
有条件可适当增加手套等防护用具的更换频率，更换期
间将汗液擦干，再次使用润肤剂；4.穿戴结束清洁皮肤
后及时使用润肤剂；5.浸渍明显时可使用收敛剂如氧化
锌乳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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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光眼致盲不可逆
五大类人群需注意
李青霞
目前，全球约有超过 6000 万原发性青光眼患者，是全球第二大致
盲性眼病和排名首位的不可逆致盲性疾病，其发病隐蔽，早期难以发
现，故被称作“盗走光明的小偷”。今年 3 月 8 日-14 日是“世界青光眼
周”，其主题为“视神经一张照，青光眼早知道”。全国防盲技术指导
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防盲学组委员，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
院博士生导师段宣初教授表示，虽然青光眼致盲后不可复明，但假如
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患者仍可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用视力，维持正
常的生活和工作。
年过四十即需定期检查：青光眼的发病机制复杂，临床上见到的
青光眼类型繁多，临床表现也不一样，大致分为四类：原发性青光眼
（包括闭角型与开角型）、继发性青光眼、先天性青光眼和混合型青光
眼。任何年龄都可能患上青光眼。尤其是 600 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或远
视、有青光眼家族史、心血管系统疾病、糖尿病、40 岁以上的这 5 类
人群属于高风险人群，应定期到医院做青光眼的相关检查，以排除或
早期发现青光眼，及早治疗。
正常人 35-40 岁阶段至少进行 1 次全面的青光眼检查，40 岁以后每
隔 2-3 年检查一次，50 岁后每隔 1-2 年检查一次，60 岁后每年都要检
查一次。
头痛眼胀或是青光眼发作表现：青光眼发作时主要表现有眼胀、
视力下降，严重者伴随同侧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因有时发病症状
不明显，很多患者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从而丧失了一部分的视
力甚至失明。
简单方法可自测：通过自己检查视功能，比较双眼的视野范围；
触摸一下两侧眼球的硬度是否一致和相应青光眼发作的症状判断是否
患上了青光眼。
当出现这些情况时，患者应保持冷静，避免情绪波动等加重病
情；与此同时，家属应该联系就近医院就诊；就诊期间做好患者及家
人防护，戴好口罩、勤洗手。
青光眼患者居家：应保持情绪稳定，适量运动。过分担心、忧
郁、愤怒、紧张不安、过度兴奋等情绪波动都是导致青光眼的原因，
青光眼患者居家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情绪良好。与此同时注意保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不一次性大量饮水；每
天做适量运动，但要避免过分弯腰、低头、屏气、负重等活动。
青光眼患者还应避免长时间在黑暗环境中看电影、电视、玩手机
或长时间持续读写，应适当休息，用眼时保持充足光照，避免由于暗
环境瞳孔散大而激发青光眼发作。此外，青光眼患者的家属也应提高
警惕，及时做青光眼检查，以排除患青光眼的可能。

过敏反应
过敏反应：表现以及处置基本类似于消毒剂引起的
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主要见于皮肤、粘膜接触口罩、手
套等外界物质引发的炎症反应。症状较轻时，多在局部
皮肤出现红、肿、瘙痒等症状；严重者可出现丘疹、水
疱，甚至糜烂破溃，可在破溃后继发感染。
处置原则：1.首先要停止使用可疑口罩、手套，更
换为其它非过敏产品。2.若皮疹较轻，可在停用 3-5 天
后 自 行 改 善 ， 无 需 特 殊 处 理 。 3. 若 皮 疹 严 重 ， 瘙 痒 明
显 ， 可 口 服 第 二 代 抗 组 胺 药 ， 外 用 弱 效 （面 部） 中 效
（其他部位） 糖皮质激素软膏 （有渗出、糜烂皮损伤是
应待渗出缓解后使用软膏），有系统症状者可以给予系
统糖皮质激素治疗。4.当有继发感染时，应局部或系统
性使用抗生素。

为保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医护人员健康，海南澄迈县人民医院自 1 月 22
日以来，组织该院感染管理办公室和护理部工作人员，分批次对全院医护人员就
如何穿脱防护用品展开培训。图为护理部的工作人员 （中） 在讲解如何穿脱防护
用品。
蒲晓旭摄 （新华社发）

继发皮肤浅部真菌感染
继发皮肤浅部真菌感染：由于长时间
穿戴防护用具，局部容易形成多汗、潮
湿、温暖的环境，可能出现体癣、股癣、

汗疱疹
汗疱疹：又称为出汗不良性湿疹，表现为对称性发
生于手和 （或） 足的大量小水疱，水疱位于表皮深层，
略高出皮肤表面，可伴有瘙痒、刺痛或烧灼感。
处置原则：尽量保持手、足皮肤干燥，手套等防护
用品穿戴前可适当使用润肤剂，穿戴时间不宜过长；皮
损部位可外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如卤米松乳膏、丙酸
倍他米松乳膏等。

机械损伤
机械损伤：主要指由于较长时间穿戴
防护用品，皮肤组织受压、摩擦而出现的
机械伤害。常见部位有：与口罩绑带接触
的颧骨、脸颊部、耳后，与口罩塑形处接
触的鼻梁部，护目镜边缘，帽沿线，与
“尿不湿”接触的腹股沟区，防护衣腰带紧
束部等。常见表现有压痕、擦伤、紫癜等。

足癣等皮肤浅部真菌感染，可累及躯干、
腹股沟、臀部、足部等处，表现为环状、
半环状或不规则的红斑、丘疹、丘脓疱疹。
处置原则：可局部外用抗真菌药如联
苯苄唑乳膏、酮康唑软膏等；如效果不佳
或皮损泛发，酌情使用系统抗真菌药物，
如口服伊曲康唑或特比萘芬等。

处置原则：穿戴松紧合适的防护用
品；穿戴时间不宜过长；穿戴前可以局部
涂抹润肤剂，可利用薄型软聚硅酮泡沫敷
料或水胶体敷料进行局部减压，但应确认
是否漏气，不得影响防护效果；压痕一般
不需要特殊处理，持久或反复发生处或伴
有皮下淤血时，可外用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的药物如多磺酸粘多糖乳膏、肝素乳膏
等；皮肤破损处可外用抗生素软膏，外贴
创可贴或纱布保护创面，一般要待痊愈后
方可继续穿戴。

痤疮样损害
痤疮样损害：由于长时间佩戴口罩对皮肤的封闭及局部压
力，导致毛囊皮脂腺导管闭塞，加之高强度工作期间作息不规
律、精神压力等因素，均可能导致痤疮样损害或原有痤疮的加重。
处置原则：可按一般痤疮治疗原则处理，每日至少温水洗脸 2
次，不要用碱性强的肥皂，合理选择面部清洁剂及化妆品，轻者
外用抗生素类、维甲酸类等药物，重者可酌情口服米诺环素或异
维 A 酸等。
李安信提醒，各医疗机构应常备一些内服外用的皮肤抗过敏
药。建议手、面部受压部位穿戴防护用品前涂抹上润肤乳，缓解
压伤及浸渍。修整隔离期间每周两次药物面膜保养。此外，如经
常吃甜、辣、油腻的饮食，经常熬夜等，也会诱发或加重过敏现
象，所以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连日来，山东省青州市的医疗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加班加点，
开足马力赶制医用手套及各类防护物资，持续加大市场供应，助
力疫情防控。图为工人在测试检查医用手套。
王继林摄

影响皮肤屏障保护功能的因素
正常的皮肤由表皮、真皮和其他组织组成，皮肤的结构和组成成分构
成了一道完整的屏障，健康的皮肤可以阻止外界有害物质进入到人体内，
一旦皮肤遭到破坏，外界的有害物质就更容易进入到人体内。疫情期间，
口罩戴得时间长了，手洗得勤了，消毒用品用得多了，都会引发一些皮肤
病。有些过敏与个人体质关系密切，常出现于过敏相关的人群当中。所以
一定要保护皮肤完整的屏障保护功能。
影响皮肤的屏障保护功能有以下因素：
首先是年龄因素，老年人分泌的皮脂在逐渐减少，很容易出现皮肤干
燥和老年性瘙痒；化学性因素，日常接触的香皂、肥皂、洗手液、洁洁灵
和一些消毒物品，长期接触会对皮肤的屏障造成破坏；生活习惯，如过度

频繁地洗澡、用热水烫洗等；环境因素，如北方寒冷干燥的气候环境。明
白了哪些因素会对皮肤的屏障造成破坏，就要在日常生活中尽量避免。一
旦出现皮肤干燥的现象，要多外涂一些保湿类的护肤品。如果出现了皮肤
过敏的现象，若是口罩造成的过敏，可尽量选择对自己不过敏的材质，尽
量不要长时间佩戴口罩，戴口罩前可以外涂一些保湿类护肤品，从而缓解
症状。
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尽量减少洗手的次数，不是说洗得越勤，消毒
就做得越好，正确的洗手方式和洗手时间也是很重要的。每次洗手后可以
外涂一些保湿类护肤品，尤其是手部已经出现干燥粗糙的情况下，更要这
样做。
专家提醒，一旦皮肤病病情加重且持续不缓解，就一定要及时请专科
医生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熏艾
有消毒之效
李乾胜

熏艾条可以除湿、杀虫、除菌。在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
控工作中，河南省郑州市中医院利用熏艾防疫独具特色。自 1 月 24 日
（除夕） 早上开始，在门诊大厅，有 3 个熏艾盒里的艾条、艾绒持续燃
烧，艾烟弥漫，覆盖了门诊大厅的每个区域。此举是为了更好地做好
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也是借鉴了此前“非典”时
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日常清洁消毒之外的做法，即在人
群聚集处熏艾。
采用艾灸防治传染病的历史几乎与针灸的历史一样悠久，在 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两部现存最早的灸疗和经脉专著 《足臂十一
脉灸经》 和 《阴阳十一脉灸经》 中，采用灸法治疗许多种病症，其中
就包括“热汗出”“疟”“ （黄） 疽”等传染性疾病。
艾叶烟熏在古代就有着广泛的应用，不少古文献有关于艾叶烟熏
治疗和预防疾病的记载。如春秋时期的 《庄子》 中就有“越人熏之以
艾”的记录，孔璠之 《艾赋》 中也记载了“奇艾急病，靡身挺烟”，可
见在当时民间已有用艾叶烟熏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习惯。
《中药大辞典》 记述了艾烟的消毒作用，认为艾叶烟熏对结核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枯草杆菌及铜绿假单胞杆菌有显著
的灭菌效果，其效果优于紫外线。广东省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
药学部教授梅全喜研究发现，艾叶烟熏可以在室内形成空气药分子膜
层，悬挂的艾叶同样具有消毒作用，艾叶中含有的挥发物质，在人体
周围空气中也能形成天然消毒气幕，经呼吸系统侵犯人体的细菌、病
毒最易蓄积于鼻窦腔与咽喉，艾草中天然杀菌、抗病毒成分可于鼻窦
腔、喉头与气管中形成“药膜”大量积聚抗体，达到灭菌、杀毒、防
止染病的效果。
现代研究表明，艾烟具有空气消毒作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医生吴爱须、李彦平等用艾烟、中药消毒液、紫外线照射分别进行室
内消毒，检测统计每立方米的细菌数，结果表明三者空气消毒效果相
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多
家医院都发表临床观察论文，证实在病房、诊室等使用艾条熏蒸消毒
安全且行之有效。现代研究认为，艾烟能抑制或杀灭多种细菌、真
菌、病毒等微生物。
需要提醒的是，正因为艾烟有消毒之效，所以平时使用艾条悬灸
穴位的朋友也不必担心艾烟会对身体产生伤害。当然，如果您已出现
咳嗽、憋气等症状要及时就医，不可单一使用艾灸进行治疗。
熏艾消毒要把握正确的方法。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每条艾条 （1.8×20 厘米） 可消毒约 15 平方米面积的室间，
根据室间的大小选择艾条数量。
第二，将艾条剪短成 4～5 厘米长，每个治疗碗放 1 支艾条，分别
放置在房间的前后。
第三，关闭门窗，点燃各段艾条并置于治疗碗内，人离开。每次
1~2 小时，一周 3 次。次日早上开窗通风。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艾烟对新冠肺炎的防治仅作为辅助防控作
用，可用于室内的消毒等用途。在消毒过程中操作者应戴口罩，尽量
减少烟雾的吸入。同时应适
时开窗通风换气，以增加空
气的流通，以免导致长期的
慢性缺氧。在操作过程中，
注意防火安全，点燃艾条前
后周围环境不可有易燃物品。
中华传统医药漫谈
（作者系郑州市中医院药
学部中药师）

杏林寻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