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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乳腺癌家族患病史

女性月经开始过早，如在
12岁之前及绝经较晚（55岁
以后）及绝经后肥胖人群

女性终生不生育或生育后
未哺乳也是乳腺癌的高发因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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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患乳腺癌人群

长期服用雌激素、接触射
线较多等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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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尖锐湿疣
……这些字眼，不少人都能在街头巷尾
传发和张贴的小广告里看到。虽然不
是一些严重到致命的疾病，但不少人却
因为这些皮肤疾病，心理蒙上阴影。有
人甚至内心产生了自卑、焦虑情绪，害
怕到大医院就诊，选择到小广告中的私
人诊所就诊。

海口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专家提醒，
皮肤病大部分都是慢性病，首先要克服
心理障碍，选择正规医疗机构;其次要
树立对疗效的合理期待，不可急于求
成，病急乱投医。

冷光美容：避免皮肤伤
害，改善痤疮后色沉

痤疮（俗称青春痘）一直困扰着许

多年轻人。治疗青春痘的方法虽然很
多，但“红蓝光”冷光疗法却越来越受到
皮肤科医生的青睐。

“红光和蓝光，统称为冷光。冷光
美容遵循的是光动力学原理，来治疗
炎症痤疮、修复皮肤老化及提高皮肤
的吸收性。”海口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医
生赵晓霞说，痤疮发病原因中，痤疮丙
酸杆菌、皮脂腺分泌旺盛起重要作
用。红蓝光疗法治疗痤疮的侧重点略
有不同。其中，蓝光拥有更强的杀灭
痤疮丙酸杆菌的能力，红光则偏重于
更深的穿透力，能更好改善痤疮后色
沉，从皮肤内部恢复皮肤的活力。

“整个治疗的过程，患者会感觉很
舒服，几乎没有任何不适感。”赵晓霞医
生表示，因冷光美容不使用高能量密度
的光源，没有热效应，可以避免热效应

对皮肤的伤害。
赵晓霞还表示，对于重度痤疮尤其

是严重的脓疱、囊肿型皮损为主的多种
治疗效果不理想的，也有ALA光动力
疗法。ALA（盐酸氨酮戊酸）是一种光
敏剂，用它来配合红蓝光照射，可以更
加快速彻底地治疗痤疮，患者的副反应
小且痛苦少，只需要适度避光即可。

除了痤疮，ALA光动力疗法对潜伏
期的尖锐湿疣疗效良好，可以有效地避
免多次发作，减轻患者痛苦。另外，还
适应于鲍恩病、浅表基底细胞癌、蕈样
肉芽等浅表肿瘤，不用手术。

德国紫外线治疗仪：
可治疗白癜风和银屑病等

白癜风和银屑病（牛皮癣）都是极

其顽固的皮肤病，给患者带来许多精神
困扰。赵晓霞表示，“治疗白癜风和银
屑病虽然难，但并不是说不可治。关键
还是选对方法，并且坚持正规治疗。”

海口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从德国引
进的紫外线治疗仪，能够发射311纳米
的UVB（中波紫外线）高能光波，能够产
生多种光化学反应，有调节免疫反应等
作用，并且不会产生其他波段（290-300
纳米）UVB所导致的红斑反应、细胞坏
死等不良效应，较好达到治疗疾病避免
副作用的目的。

此外，该紫外线治疗仪还可以用于治
疗湿疹皮炎等疾病，安全疗效好。（小侯）

还在忍受青春痘、银屑病的困扰？
海口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助患者治愈皮肤顽疾

■ 本报记者 侯赛 特约记者 汪传喜

33岁青年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
发病逝，再次引发人们对这种疾病的关
注。海口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刘
新梅建议，女性平时要多多关注自己的
乳房，注意自检和每年的定期专项体
检。

近些年，乳腺癌发病呈年轻化趋

势。全球乳腺癌发病率自20世纪70年
代末开始一直呈上升趋势，乳腺癌已经
成为全球女性的“头号杀手”。“35岁以
下女性，患乳腺癌是挺危险的。像姚贝
娜这么年轻患上乳腺癌，往往存在恶性
度高、病理类型差、不良分子分型、肿瘤
增殖指数高等问题。”刘新梅表示，年
轻乳腺癌的预后往往较老年乳腺癌差，
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国家卫计委强调
加强冬春传染病防控

人感染H7N9禽流感可能再次
集中出现

当前正值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国家卫生
计生委近日强调加强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并对今
年传染病防治作出部署。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说，根据专家分析
研判，今年冬春季流感流行强度将加大，人感染
H7N9禽流感疫情很可能再次集中出现，局部地
区麻疹疫情将保持上升态势，不排除常规免疫薄
弱地区发生暴发疫情的可能。同时春节期间大规
模人员流动，将进一步加大传染病防控工作压力，
特别是可能出现在非人员回国高峰，埃博拉出血
热疫情输入风险也随之加大。

对于2015年的传染病防控，王国强说，要进
一步提高传染病疫情监测和信息报告质量，加强
疫情分析研判和预计。在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
控方面，要加强活禽市场管理，落实“禽类定点屠
宰、白条禽上市”制度。在埃博拉出血热输入防范
方面，要强化入境管理和口岸建议，落实病例早发
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措施。南方重
点省份要及时总结去年登革热暴发疫情防控经验
教训，早部署、早防控，防止再次出现暴发流行。

（据新华社电）

我国去年新报告艾滋病
感染者和病人10.4万例

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委获悉，我国2014年新
报告感染者和病人 10.4 万例，较前年增加
14.8％，疫情总体上继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

据介绍，我国艾滋病防治积极推进，启动了第
三轮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2014年，我国新报告
感染者和病人数增加的同时，抗病毒治疗新增8.5
万例，较2013年增加21.2％。

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呈现四个特点：一是全
国疫情整体保持低流行状态，但部分地区流行程
度较高；二是经静脉吸毒和经母婴传播降至较低
水平，经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三是各地流行
模式存在差异，中老年人、青年学生等重点人群疫
情上升明显；四是存活的感染者和病人数明显增
多，发病人数增加。

针对这些特点，2015年，我国要实现血站核
酸监测、预防母婴传播工作全覆盖，切实控制艾滋
病和病毒性肝炎等经血和母婴传播。建立社会组
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重
点人群预防干预中的作用。继续加大检测发现力
度，提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现率。针对男男同
性性行为、老年人和青年学生等重点人群，探索建
立有效的干预模式，遏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

（据新华社电）

定期检查
尽早干预很重要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通讯员 王妹琴
俗话说胃病“三分治七分养”。人体胃部就像一部每天

不停工作的机器，食物在消化的过程中会对黏膜造成机械性
的损伤，而每年的秋冬气候干燥、天气变化频繁，是胃溃疡、
胃炎、胃神经官能症等各种胃病的高发期。

三亚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吴冬寒认为，冬季气
温减低，养胃关键在于保暖。胃喜暖怕冷，喜润恶燥，秋冬天
气寒冷，胃部受凉后会使胃的功能受损，要注意胃部保暖。

在饮食方面，吴冬寒认为，进食热食为好，冬季人体为了
保持一定的热量，必须增加体内糖、脂肪和蛋白质等物质的
分解，产生更多的能量，以适应机体的需要。膳食中应多补
充产热营养素，如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以提高肌体对
低温的耐受力。

“胃的脾性是喜燥恶寒，所以忌吃过冷、过硬、过辣、过黏的
食物，切忌暴饮暴食。”吴冬寒说，“人的食道壁由黏膜组成，非
常娇嫩，只能耐受50～60℃的食物，超过这个温度，食道的黏
膜就会被烫伤。过冷的食物进入胃部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病，
也不利于人体保暖。因此，冬季的食物要以温热为主，多吃炖
菜、炒菜，少吃凉拌菜，喝汤不要喝刚煲好的滚汤。”

此外，吴冬寒认为，阳虚、气虚的人及胃病患者秋冬饮食应以
温、淡、软、鲜为宜，应多吃些温阳暖胃的食物，如牛羊肉、韭菜等。

中医认为，秋冬可进食温阳散寒之品，羊肉、狗肉等温热
食物均有养胃效果。甘味食物及中药能滋补脾胃，比如党
参、黄芪、白术、山药、小米、南瓜等，都具有很好的补益脾胃
作用，且可以提高免疫力。散寒之干姜、紫苏叶、生姜、胡椒
是健胃、暖胃的之佳品，可以调理胃寒的病症。

“冬季寒冷会使胃的活动减缓或出现胃痉挛，还容易导
致‘肠易激综合征’，导致腹泻、疲劳和浑身无力等情况。冬
季一定要注意胃部的保暖。”吴冬寒建议，可以贴身穿一个保
暖背心，给胃一个温暖的环境。

“餐后立即饮水会稀释胃液，汤泡饭也会影响消化。”吴
冬寒说，在饭后，用右手掌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方向由小圈
逐渐大圈按摩36次，再用左手手掌逆时针方向按摩腹部36
次，能促进脾胃消化吸收功能。

非传染病每年致全球
1600万人过早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19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心肺疾病、中风、癌症、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每
年导致全球1600万人在70岁以前过早死亡。世
卫组织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以减轻非传染病带来的
各种负担。

这份报告指出，绝大多数非传染病导致的死
亡可以预防，在2012年全球3800万名死于非传
染病的患者中，有1600万人是过早死亡且本可避
免这种结果。

报告指出，各国政府可倡导减少烟酒消费、鼓
励健康饮食及运动、扩大全民健康政策的覆盖范
围，以促进非传染病死亡人数大幅减少。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说，国际社会有机
会改变非传染病流行的进程，通过为每人每年投
资1至3美元，各国可大幅降低非传染病的发病
及死亡几率。她敦促各国在2015年设立相关的
全国性目标，实施有效的行动方案。

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非传染病死亡人
数的四分之三出现在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
非传染病死亡人数已超过死于传染性疾病的患者
人数。因此，上述报告呼吁中低收入国家采取更
多行动，以控制非传染病流行。

（据新华社电）

大寒到 注意防寒保暖

“过了大寒，又是一年。”《中国天文年历》显
示，北京时间1月20日17时43分将迎来农历二
十四节气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专家
提醒，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道路安全。

每年公历的1月20日左右是大寒，此时太阳
达到黄经300度。大寒节气前期是“四九天”。
这时天气严寒，接近农历的“腊八”，故有“腊七腊
八、冻掉下巴”的说法。所谓“三九、四九冰上走”
也正是大寒前后这段时间。

气象专家表示，虽然从字面上理解，大寒要
比小寒冷，但在气象记录中，小寒往往比大寒
冷。尽管不如小寒时节冷，但大寒时节寒潮南下
也比较频繁。寒潮和强冷空气通常会带来大风
降温和雨雪天气。

“小寒大寒，冻成冰团。”天津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营养科主任李艳玲提醒说，此时节，
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病史的
人；适当多吃一些具有辛温解表、发散风寒的食
物；要注意保持心情舒畅，心境平和。

（据新华社电）

乳腺癌发病趋势年轻化

2011 年 4月，姚贝娜从镜子中发
现左乳有类似酒窝的痕迹，遂到医院
检查，确诊为乳腺癌。

刘新梅提醒，女性平时应经常多加
关注自己的乳房，摸摸乳腺是否有肿
块、腋下是否有淋巴结肿大，看看乳头
是否有溢液、乳房皮肤是否有酒窝状等

症状。但是，仅靠自检还远远不够，每
年定期到医院乳腺科做相关检查也非
常必要，建议40岁以下女性每年做专
科体检和乳腺B超检查；40岁以上女
性，除了每年做专科体检和乳房B超
外，还应做一次钼靶检查，以发现早期
的乳腺癌。

负面情绪压力等易致乳腺癌

虽然致病原因尚不明确，乳腺癌的
高危人群主要包括几类，首先是家族病
史。刘新梅表示，有乳腺癌家族患病史
的人们应格外留心。但也要区分不同情
况：如果家族中有人同时患有乳腺癌、卵
巢癌，而且乳腺癌在40岁之前发病，后
代患癌几率会增加；如果家族史病人在
70岁以后发病，无需过分关注这一因
素。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家族中
有男性患有乳腺癌，家族人群的发病率
也会相对增加。

另外，女性月经周期的始末点也
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女性月经开
始过早，如在 12 岁之前及绝经较晚
（55 岁以后）及绝经后肥胖人群也需要
引起注意。至于月经持续时间的长短
与乳腺癌发病率之间的关系，刘新梅

表示，目前还没有明确两者之间的因
果关系，“发病率的增加是统计学结
果，如果要勉强解释其原因，可能与女
性乳腺暴露在雌激素水平较高时期的
持续时间长短有关，但目前还没有明
确的原因。”刘新梅说道。

女性终生不生育或生育后未哺乳也
是乳腺癌的高发因素之一，另外，长期服
用雌激素、接触射线较多等人群的发病
率相对会更高一些。

刘新梅表示，反复多次人流也有可
能导致乳腺癌发病率的增加，因为人流
阻断了人体怀孕、分娩这一过程，干扰
人体内分泌。另外，机体免疫力同样受
到人们情绪、压力的影响，较大的压力、
长期接触射线或情绪紧张都有可能引
起发病。

自检+定期检查，早发现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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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食安办发布消费提示

谨防食用河豚
铜铸蟹中毒

近日，海南省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发布2015年第1号食
品安全消费提示。提醒广大群
众切勿食用河豚鱼、铜铸蟹、蟾
蜍、织纹螺等，防止中毒事件发
生。

又称“河鲀鱼”、“龟鱼”、“鸡
抱”、“气泡鱼”、“气鼓鱼”等。引
起河豚鱼中毒的主要原因是其含
有的河豚毒素，食用后可产生头
晕、呕吐、口唇及手指麻木、全身
无力等中毒症状，严重者可危及
生命。潜伏期为0.5～3小时。

相
关
链
接

又称铜铸熟若蟹。头胸甲壳呈横卵圆形，
背部隆起分区明显，表面光滑。全身表面呈青
绿至紫褐色，其间有白色，褐色与青橙色的不规
则花纹，形成特殊的斑驳色彩，甲长约5公分，甲
宽约10公分。可能含有麻痹性生物毒素，中毒
病人表现为口唇、手脚发麻，步态不稳等症状。

无尾目、蟾蜍科动物的总称。最常见的蟾
蜍是大蟾蜍，俗称癞蛤蟆，在我省广为分布。其
背部皮肤上有许多疣状突起的毒腺，可分泌蟾
蜍素。人在食用后数分钟即可发病，先是口唇
发麻、上腹部不适、腹痛，随即出现恶心、呕吐、
腹泻、头晕等神经症状，严重的会出现昏迷，呼
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俗称海丝螺、海狮螺、麦螺或
白螺等，织纹螺有多种，主要分布
于浙江、福建、广东、海南沿海。
织纹螺引起中毒的主要原因是其
含有的河豚毒素，食用后可产生
头晕、呕吐、口唇及手指麻木等中
毒症状，潜伏期最短为5分钟，最
长为4个小时。

任何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不得采购、加工和销售河
豚鱼、铜铸蟹、蟾蜍、织纹
螺。

广大群众要提高自我
保护意识，不购买、自行捕
捞和食用河豚鱼、铜铸蟹、
蟾蜍、织纹螺。误食后，如
发生口唇、手指麻木等类似
神经系统中毒症状的，应当
立即到医院就诊。

蟾蜍是传统中药材，但
含有剧毒，应在医生指导下
使用。如果盲目自用，容易
导致中毒。

若发现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采购、加工和销售河豚
鱼、铜铸蟹、蟾蜍、织纹螺
的，应当及时向12331或当
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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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制图/石梁均
（侯赛 王刚）

一名患者正在接受红蓝光治疗仪
设备的冷光美容。 侯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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