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形美容已经不再是新鲜词汇，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整形作为改变自
己的秘密武器。 “微整形”这个名词是
这几年才出现的。 据了解，它是将一些
不需要或是只需要动一些小手术，同时
不需要太久恢复时间， 所有的这些简
便、 快速的整形手术或是治疗统称为
“微整形手术”。

“午餐美容”新风尚

据海南省皮肤病医院的医学美容
科陈抗主任介绍，微整形利用高科技的
医疗技术，不需开刀，短时间就能变美
变年轻的特性， 可以在周末接受治疗，
周一就能带着一张更美更年轻的脸庞
迎接一个新的开始，因此微整形又被称
为“午餐美容”新风尚。

据陈抗介绍，微整形通常属于非永
久性的疗法， 但选择方便且不需动刀，
又能快速修饰缺点的微整形手术，可以
评估术后效果，即使不满意，过段时间
仍可恢复原样，相对于传统手术失败就
会造成永久性定型的风险，微整形手术
可以为美丽提供更安全的保障。

微整形的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如 A 型肉毒素除皱和瘦脸、 填充剂注
射、自体脂肪移植充填、面部微吸脂、激
光治疗、注射瑞蓝、肉毒杆菌素等。 微整

形最常见也是最见效的
应用主要在于脸部。 希
望无痛、无创、丰满塑形
的人群常见应用是隆
鼻、丰唇、瘦脸、丰下巴、
丰面颊、丰太阳穴等。脸
部出现皱纹需要平复的
人群常见应用于鱼尾纹
和唇纹。皮肤松弛下垂、
肤质粗糙抚平皱纹，紧
致肌肤，回复青春的效果。

微整形还须谨慎

近几年，由于微整形的盛行，市场也
乱象丛生。根据相关规定，我国只有具备
医疗美容资质的医院，方可进行注射整形。
然而，随意开诊的不在少数。注射医生缺乏
资质、注射治疗环境未经消毒、无限夸大疗
效……医疗行为中的不规范做法，导致一
系列问题不断冒头，为消费者安全带来隐
患。

同时，“微整形” 由于药物的可分
解性， 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基本上就可
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但是一定要注意
这是在接受正规治疗的基础上才会被正
常的人体组织代谢分解，如果注射的材料
或者药品不正规， 就会出现很多不适，甚
至是面瘫之类的后果。所以微整形注射药

品质量和医生技术都很关键。尤其是使用
的注射产品要有保障， 进货渠道要正规、
注射位置、剂量要准确，否则会给求美者
造成伤害，如注射肉毒素位置不当、剂量
不当，可能导致表情僵化、面孔左右大小
不对称等；注射违规产品，更可能出现全
身系统副反应，甚至因此而丧命。

因此，海南省皮肤病医院的医学美容
科专家提醒大家，尽管微整形是安全系数
较高的高科技美容技术，但注射微整形等
手术其实比传统美容手术需要更高的技
术水平，而且材料、设备消毒等方面都与
求美者息息相关，为了防范整容危险，消
费者应选择一家正规专业的整形医院
是保障整容安全和效果的基本前提。

（原中倩 赵翠玉）

■■■■■ ■■■■■ ■■■■■

健康视点

2014年 4月 25日 星期五 执行主编： 原中倩 主编： 卓兰花 美编： 杨薇丽人健康周刊C04

健康提醒

春夏交替易发牙髓炎
医生提醒：
要定期做口腔检查 早发现早治疗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通讯员 赵春荣

由于春夏交替， 近期记者了解
到， 各大口腔医院和各大医院的
口腔科牙髓炎患者明显增多。 那
么为什么这个季节牙髓炎易发
作？得了牙髓炎怎么办？应注意些
什么？ 带着诸多的疑问，记者走访
了海南拜尔口腔医院口腔科专家
郑长泰教授。

郑长泰教授说，牙髓炎大多都
是由于龋病等慢性病变引起的，对
牙髓有长期持续的刺激，可使牙髓
发生慢性炎症。 在慢性牙髓炎发展
过程中， 会出现多形核白细胞增
多， 那么释放的溶酶体酶也增多，
而使炎症加剧，可出现急性发作的
症状。

春夏交替，人的机体为了适应
外界环境的变化，会产生一定的改

变，从而有可能影响免疫系统。当机
体的抵抗力下降， 慢性牙髓炎或者
根尖周炎会转变成急性发作。

医生提醒， 得了牙髓炎请不
要惊慌， 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
诊，千万不要拖拉推诿，这样会失
去治疗的最佳时机， 使治疗难度
加大。 严重的会失去治疗机会，造
成牙齿的缺失。 如今牙科治疗手
段也很全面，只要坚持配合治疗，
牙髓炎的治疗不但能取得满意的
效果，还能很好的保住原生牙。

另外， 牙髓炎患者要注意口腔
卫生，预防牙石等刺激物的形成，避
免异物损伤、 长期的食物嵌塞以及
创伤等原因造成牙齿的二度损伤，
要定期做口腔检查， 做到早发现早
治疗。

最后郑教授强调说：“坚持正
确的早、中、晚刷牙是预防牙患最好
的办法。 ”

■ 本报记者 孙慧

35岁以下孕妇患有
唐氏综合症可能性极大
唐氏综合征 ，又称“先天愚型”

或“21 三体综合征”，是一种先天性
染色体异常的多基因畸变造成的疾
病，患唐氏综合征的孩子大多为严重
智能障碍，并伴有其他问题，如先天
性心脏病、白血病、消化道畸形等，生
活不能自理，且寿命短，平均存活年
龄只有 20—30 岁，智商一般在 20—
50 之间。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产科主治医
师蒋新华说，在很多人印象中，高龄孕妇
是唐氏综合征高发群体， 应当重视唐氏
筛查。 但实际上，85%的被测出可能患有
唐氏综合征的孕妇都在 35岁以下，且唐
氏的发生具有随机性，只有大约 1%的唐
氏患者与遗传因素相关， 其它发病因素

不明， 因此每一位孕妇都应当重视唐氏
筛查。

当孕妇出现过产前出血、孕早期
有服药经历、 有不明原因胚胎停止
发育等原因， 就必须要在孕期做好
唐氏筛查。 尽管唐氏筛查结果未能
百分之百确认宝宝为先天愚型，但
这是判断宝宝是否是先天愚型的最
经济、简便的方法，可以预防家庭悲
剧的发生。

唐氏筛查最佳时间
为怀孕的第 15至 20周
唐氏筛查分为 3 个孕期阶段，这三

阶段被国际统称为“唐氏综合征产前三
联筛查”， 每一个孕期阶段唐氏筛查的
方法不同。

第一阶段是孕早期阶段， 一般
在 10—13 周， 通过胎儿颈后透明
带 (NT )筛查的 B 超检查 ，测量宝宝
后颈部皮肤下面的液体厚度 ， 用来

确定怀有唐氏综合征宝宝的风险。
早 期 筛 查 的 准 确 率 在 85% 至
90%。

第二为孕中期阶段， 在 14—21
周， 通过血清学和 B 超联合检查，并
结合孕妇的年龄、体重、孕周、病史等
进行综合风险评估，得出胎儿罹患唐
氏综合征、18- 三体综合征和开放性
神经管缺陷的风险度。 这种产前筛查
方法的检出率为 60%—80%，假阳性
率为 5%。

第三为孕晚期 28—40 周，主要
进行胎儿畸形筛查， 采取侵入性的
羊膜腔穿刺技术， 抽取孕妇子宫内
羊膜腔羊水， 进行检测可知道胎儿
染色体是否有异常， 其准确率高达
99%以上。

蒋新华认为， 唐氏筛查的最佳时
间是怀孕的第 15—20 周。 这时可通
过血清和 B 超联合检查，不会对孕妇
造成任何影响， 一般抽血后 1 周内孕
妇即可拿到筛查结果。

唐氏筛查为高危可再做
羊水穿刺和染色体检查
很多孕妇在得知唐氏筛查结果为高

危时，害怕生出畸形儿而忐忑不安。 蒋新
华提醒各位准妈妈，唐氏筛查是一项胎儿
患唐氏综合征可能性的检查，其结果并不
是最终诊断，而是风险系数，即患唐氏综
合征的可能性。 如果结果为高危，家长也
不必因此担惊受怕，医生会建议做羊水穿
刺和胎儿染色体检查才能明确诊断。

尽管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异常所导
致的疾病， 但不良的外界因素也可增加
发病机率。有害的生物、化学、物理、药物
因素以及母体的营养状况都会影响胎儿
的发育，这些危险因素大多是可以避免
的。 为了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孕妇
应从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出发，进食适宜
的饮食，保证充足的睡眠，在孕期尽量避
免电磁辐射、大量用药、接触化学物质以
及病毒感染。

每个准妈妈都希望自己

拥有一个可爱、聪明的孩子，准

妈妈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是否有

出生缺陷，于是，产前诊断有着

其必要性。 而唐氏筛查是产前

诊断的一项重要项目。 有数据

显示， 唐氏综合症的发病率大

约为 1/600～1/800， 中国大

约每 20 分钟就有一位唐氏儿

出生。哪些人应当做唐氏筛查？

唐氏筛查有何意义？ 唐氏筛查

准确率能达到多少？ 记者就此

采访了产科有关专家给与解

读。

女性久坐不动 盆腔炎找上门
多喝水 做仰卧起坐 做腹式呼吸

■ 本报记者 蔡佳倩

在一家公司当文员的小叶发现，最
近自己的月经不正常，而且还伴有白带
增多的迹象，到医院一查，吓了一跳，医
生说小叶的情况属于妇科炎症里的盆
腔炎。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医生陈燕
娥表示，小叶的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
运动少， 尤其是缺乏下腹部的运动锻
练， 使得盆腔的血液回流长期不畅，慢
慢就开始出现慢性盆腔充血，从而导致
慢性盆腔炎。

陈燕娥说， 患上盆腔炎不及时治
疗， 就有可能慢慢形成慢性盆腔炎，治
疗难度就大。

久坐不动易得盆腔炎

像小叶这样白天对着电脑敲键盘
的白领女性，比如会计、编辑、电脑操作
员等，长期对着电脑工作。 长期久坐不
动，导致自己的血液循环不畅，尤其是
下肢，使得身体内静脉回流受阻，长期
如此， 就会引起盆腔充血而患上盆腔

炎。
久坐不动会得盆腔炎，一旦女性长

时间坐着不运动，甚至想少喝点水少上
厕所，都会让自己更易受到病菌的侵袭
而患炎症。 陈燕娥说，女性长时间维持
一种坐姿、缺少活动，都是引起急性盆
腔炎的主要原因。

女性出现下腹疼痛、发烧、寒颤、头
痛、食欲不振等临床症状，是急性盆腔
炎的发病征兆，需要及时就医，切勿拖
延了事。

盆腔炎恐导致不孕

一旦确诊为盆腔炎，应到正规医院
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进行及时、规范、
彻底的治疗。 急性盆腔炎最好在发作的
1—2天进行治疗，拖延一个星期以上才
就诊，炎症就会诱发双侧输卵管发炎而
形成输卵管粘连， 使管腔变窄或闭锁，
导致女性因为受精卵无法着床而患上
不孕症，甚至是危险的宫外孕。

盆腔炎也会让女性患者日常生活
饱受困扰，比如痛经和性生活疼痛。 陈

燕娥介绍， 由于盆腔炎涉及生殖器官所
有包括子宫、输卵管及卵巢的炎症。 所
以，引起的痛经范围很大，主要表现为，
双侧上腹持续性疼痛，可放射至腰部，有
时伴有坠胀感。 而在性生活时， 男性稍
微用力就会引起女性盆腔深部的撞击疼
痛，使得女性不仅感觉不到快感，久了甚
至会对性生活产生反感情绪。

预防盆腔炎做仰卧起坐

预防盆腔炎， 不妨多做运动。 陈燕
娥介绍，预防盆腔炎可以多进行腰腹肌
力量的加强运动，不仅可以塑造身材，更
有利于预防盆腔炎等多种妇科疾病，还
可以提升性生活质量。 其中，最适宜的
运动莫过于仰卧起坐，可以让肚皮下面
的零件都跟着运动起来，改善和加强盆
腔的血液循环，加速代谢。

此外 ，在办公室坐久后，可以起
身进行横向、侧向扭胯运动，活动一
下下半身， 促进血液循环 。 闲时在
家， 女性朋友可多练习瑜伽中的腹
式呼吸。

初夏时节谨防皮肤晒伤
晒伤后冷敷最有效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周末，文女士喜欢和儿子骑单
车去假日海滩游玩，回家后洗好澡
发现，脸上和脖子上的皮肤起了红
斑，身上的皮肤不仅脱皮，而且又
痒又痛。 她急忙到医院就诊，经诊
断，她的皮肤被轻度晒伤。 海南省
皮肤病医院专家提醒，外出游玩要
做好防晒，爱美的女士想要保持美
白肌肤， 更要注重防护和饮食调
理。

专家介绍， 皮肤晒伤是急性
炎症 ， 冷敷是最有效的处理方
法。 日晒后感觉到皮肤热、 痒就
应该进行冷敷， 以便降低皮肤温
度，减轻损伤，而且越早越好。 可
将湿毛巾冰镇后取出， 敷在皮肤
发红的部位 ， 待皮肤恢复正常
后， 再涂抹乳液状护肤品滋润肌
肤，防止皮肤发干。 另外，还可选
用有镇静效果的化妆水轻轻拍
打， 并涂抹乳液缓解皮肤症状，
防止出现脱皮。

万一出现皮肤被晒脱皮，为了

防止感染，切记不可以用手撕，也不
可用太热的水洗脸、冲澡，否则会
令皮肤更加发干，加重脱皮。 这时，
可考虑用温水洗浴，并适当的用一
些保湿的面膜，以缓解症状。 如果
因晒伤而热得发痛，说明皮肤已受
到严重晒伤。 这时要求，清洁时用
冷水和低过敏香皂， 避免刮伤皮
肤，避免让水注直接喷到受伤的皮
肤上。 此时，可遵医嘱，使用烫伤
膏、 抗生素软膏或 1%的氢化可的
松乳液。

专家提醒， 要想保护皮肤不被
晒伤， 除了外出时一定要擦防晒霜
之外， 可选择穿着彩色 T 恤挡阳
光。 衣服的防晒能力首先取决于衣
服的质料，其次是色泽，比如，棉质
衣服的 SPF 值大约为 15—40；聚
酯浅色衣服的 SPF 值大约为 7—
10；针织浅色衣服的 SPF 值大约为
4—9。 一件彩色的棉质 T 恤，对紫
外线的过滤效果比白色的好。另外，
随身携带遮阳伞、太阳帽、太阳镜、
隔离霜和粉底等， 可以有效预防肌
肤被晒伤。

我国每 20分钟就有一位唐氏患儿出生，唐
氏患儿终身无法治愈，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做唐氏筛查
生健康宝宝

无须开刀的
“微整形”渐火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专家提醒：
须防范整容危险

母乳可降低
成年后慢性炎症风险

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分会学报》刊登的研
究报告显示， 母乳喂养的婴幼儿在成年后出现慢
性炎症的风险较低， 患上与慢性炎症相关的心血
管病和代谢类疾病的风险也相应较低。

慢性炎症是由免疫系统“过度活跃”攻击自
身机体所引发。 此前有研究发现， 慢性炎症与心
脏病、中风、Ⅱ型糖尿病及早亡有关。 而血液中的
“C反应蛋白”可作为此类炎症的标志物，帮助判
断心血管病的发病风险。

美国西北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调查了近
7000 名美国人， 这些人的年龄在 24 岁至 32 岁
之间， 其中有近一半人接受过母乳喂养。 检测结
果显示，儿时接受母乳喂养的时间越短，其成年后
血液中的 C 反应蛋白水平越高，这预示着较高的
慢性炎症风险。

研究人员指出， 母乳喂养时间的长短至少与
成年早期血液中的 C 反应蛋白浓度有关，这也揭
示了被调查者患心血管病和代谢类疾病的相应风
险。 英国卫生部目前的健康建议是婴幼儿应至少
接受 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 （据新华社电）

长期不穿戴文胸
会患乳腺增生

目前医学界公认的乳腺癌危险因素中并不包
含佩戴文胸。女性完全不穿文胸并不可取，一旦乳
房失去了合适的支撑和保护， 长此以往形体美会
打折扣。 另外，乳房长期下垂，会影响血液和淋巴
液的循环，反而可能成为乳腺增生的诱发因素。特
别是胸部丰满或超重的女性， 更加需要佩戴文胸
来支撑乳房， 而脂肪过剩和肥胖本身就增加了患
乳腺癌的风险。

文胸可以支托乳房，防止乳房下垂，避免乳房
下部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乳腺疾病， 减轻运动过
程中乳房的振动，预防乳房特别是乳头受伤，严冬
还起到了一定的保暖作用， 所以佩戴文胸是必要
的。

专家强调，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文胸。而合适的
文胸首先是指尺寸合适。尺寸过大，起不到对乳房
的承托作用， 乳房悬韧带因重力作用被拉伸而无
法复原；当脱去文胸后，发现胸部有罩杯钢圈痕、
背部有底边勒痕， 则说明文胸的罩杯太小或尺码
过小，则会挤压乳房和乳头，甚至使乳头平坦或内
陷。其次，文胸的布料要柔软、透气性能要好，最好
不要用化纤材料的。

晚上休息时要将文胸解开，使胸部放松，让乳
房和胸背部肌肉得到休息， 有利于局部血液循环
通畅，减少乳腺疾病的发生。 （玖桑）

女性平稳度过更年期
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有些女性往往情绪多变， 常常为一些小事大
动肝火，总觉得气儿不顺。到了更年期的女性，脾气
暴躁的症状更加明显。 一般认为，这与更年期女性
体内雌激素、孕激素的比例失调及缺铁、钙等有关。

更年期女性应控制饮食量，宜选用低热量、低
碳水化合物及低脂肪的饮食。每日 250-400克主
食，以米、面、粗粮、豆类、薯类为首选。

饮食应清淡，每天食盐应控制在 6克以内，肉
类食物应控制在 50～75 克， 食用油在 25 克以
内，尽量选择植物油。

摄取富含钙质的食物， 使人情绪容易保持稳
定， 同时钙质可坚固牙齿及骨骼， 预防骨质疏松
症，更年期妇女要多吃含钙量高的食物，如牛奶、
酸奶、豆制品、海带等。同时要补充维生素 D，以增
强钙的吸收。

建议女性每天喝 500毫升豆浆或食用 100克
以上的豆制品，对内分泌系统有良好的调节作用。

更年期女性有时会出现神经、 精神方面的症
状，如情绪波动、记忆力减退、心慌失眠等。应多吃富
含B族维生素的食物，如粗粮、豆类、坚果、瘦肉等。

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缺乏，容易出现兴奋
不安、头痛、脾气急躁、易激动的表现。适当在膳食
中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有助于女性的精神调节，
可以选择全麦面包、麦片粥、玉米饼等谷物，橙、苹
果、草莓、菠菜、生菜、西兰花、白菜及番茄等果蔬
含大量维生素。 （桑玖）

需要微整哪里呢？鼻子还有点歪

健康饮食
可降低早产风险

早产是指孕妇在怀孕满 37 周前的分娩，可
能引起严重并发症。 北欧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
医学杂志》 上发表研究结果称， 孕妇以蔬菜、水
果、谷物和鱼为主要食物可降低早产风险。

瑞典歌德堡大学和挪威公共健康研究所的研
究人员调查了 6.6 万名挪威孕妇的饮食习惯。 在
结合考虑其他因素后，研究人员发现，喜食蔬果、
谷物和鱼类，饮食习惯较健康的孕妇，比饮食习惯
不健康的孕妇早产的概率要低约 15％。其他与早
产相关的因素还包括孕妇的生活条件、 收入、体
重、吸烟量和饮酒量等。

研究人员表示， 这项研究可作为孕妇选择饮
食的参考，但鉴于饮食研究的复杂性，此次研究并
不能详细解释某一类食物对孕妇会产生哪些具体
影响。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