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提示

■■■■■■■■■■ ■■■■■■■■■■ ■■■■■

健康 WEEKLY
周刊

2015年3月19日 星期四B09 值班主任：周华岚
执行主编：卓兰花 主编：徐珊珊 美编：张昕

健康周刊广告联系：18976640822
投稿邮箱：hnrbjkzk@qq.com

给我关注 还你健康

科技医卫

■ 见习记者 缪影影

节后空巢老人意外频发。心理专
家表示，他们其实患上了先焦虑、后抑
郁的“分离综合征”。日前，记者在海
南省安宁医院了解到，因“分离综合
征”入院的老人，已占该院神经老年内
科的近 17%，并且呈逐年递增的态
势。如何改善我省空巢老人的处境，
让“分离综合征”在发病之初就得以控
制，已经是值得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

空巢老人亟需精神慰藉

据省安宁医院神经老年内科主任
医师欧小凡介绍，节后是空巢老人“分
离综合征”的高发时段。有子女的老
人，节后面临着儿女们为了工作各奔东
西的状况；无子女的老人则在节日时就
承受了“眼见他人团聚而不得享”的现
实。

“我现在吃穿不缺，就是闲着没
事干。儿女们到外地上班后，我就

每天在小区和公园里瞎溜达。”在海
口国森花园独居的杨先生告诉记
者，空巢老人的生活看似悠闲，其实
非常孤单。

“长期缺乏精神慰藉和心理关爱，
容易导致空巢老人产生焦虑抑郁的情
绪，严重的会使老人产生认知功能障
碍或精神疾病。”欧小凡说，刚患上“分
离综合征”的老人会出现心情暗淡、失
落沮丧、食欲不振、失眠失调等症状，
若初期症状没有得以重视，老人随后
将容易表现出紧张胆小、脾气暴躁、性
格孤僻、甚至自闭等状况。

“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未得到缓解，
将会严重影响老人的心理精神健康和
内分泌系统，严重时老人将会产生轻生
的念头。有些长期没有人交流的老人，
还会慢慢产生语言交流障碍。”欧小凡
说。

“分离综合征“认识误区不少

“分离综合征”严重影响空巢老人

的身心健康，但是无论是老人的子女、
还是老人自身对于这个病症都存在认
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的状况。

据欧小凡介绍，许多老人在出现
失眠、胸闷等症状之后，不少子女多
带老人去综合医院，做CT，开助眠药
物，短期内有些许缓解。但是，实际
上，老年人的心理问题丝毫没有得以
缓解。

另外，空巢老人对自己的精神状
况，也知之甚少。海口不少独居的老
人，出现发抖、心跳加快、胸闷气喘的
状况后，不停地拨打120，但到医院检
查后，又发现身体状况良好。“很多老
人在就诊之后，反而产生了悲观消极
的负面情绪，认为自己得了什么难治
的病症，更加影响身心健康。”欧小凡
解释道。

“有些家庭知道老人的‘分离综合
症’已由心理问题发展为精神障碍，但
出于面子等多方面考虑不愿带老人就
医，延误了最佳治疗期。”讲到此处，欧
小凡一脸无奈。

在省安宁医院的病房里，记者就
见到这样一位老人。老人头发花白，
坐在座位上靠陪护人员一勺一勺地喂
饭。见到有人进来，老人就抬头嘿嘿
地笑。

据医护人员说，老人的子女都事
业有成，在老人患上严重的“分离综合
征”后，未及时将老人送进医院。直到
老人出现烦躁易闹、随地大小便的行
为后，才送来医院。目前老人只能在
医院里靠陪护人员轮流照顾度过余
生。

关爱空巢老人孤独心灵

目前，每年至少有10万55岁以
上的老年人自杀死亡，占每年自杀
人群的 36%，老年人已成为中国自
杀率最高人群。有关机构的分析结
果显示：心灵孤独，无人关爱是许多
老人自杀的原因。

我国人口快速进入老龄化，如何
让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安度晚年，已

是重大社会问题。在今年的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也建议，要加快
推进“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

欧小凡也认为，空巢老人的问
题，不是单靠医疗卫生部门的干预
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大的社会问
题。希望政府能够深入推进社区养
老的模式，同时也要引入高科技的
养老服务站，帮助空巢老人解决生
活中的实际问题。呼吁更多义工等
社会团体关注空巢老人。

针对空巢老人极易出现的“分离
综合征”，欧小凡建议，老人在出现相
关症状初期，就要及时送往精神专科
医院就诊，切勿根据单个症状自行购
买药物服用；为人子女者不应该仅仅
从物质上满足老人的需求，更应该抽
出时间多陪一陪老人，多和老人有心
灵上的交流与沟通；老人自身也要从
思想上改变，接受新的生活观念，建立
自己的新圈子，减少对子女的依赖。
长期单独居住的老人，可饲养猫狗等
伴侣宠物，以缓解孤独感。

春节长假结束不久，多地媒体纷纷爆出空巢老人走失甚至抑郁自杀的消息

空巢老人的“分离综合征”之痛

■ 见习记者 王培琳

老人偶尔会出现某些部位的疼痛。生活中，人
们总会在家中备些止痛药。看到老人疼痛，家人的
第一反应往往是先找止痛药，服用止痛。专家认为，
止痛药要慎用。

海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麻醉手术室主任医师马
乃全说，现在很多医院正在推行“无痛医院”的理念，
但是“无痛”仅限在医院，因为在医院里有医术手段、
设备的支撑，可以确保病人治疗安全。病人在家自
服止痛药应慎重。

马乃全表示，疼痛往往是疾病的首发信号，具有
积极意义。引起身体疼痛的疾病多达200多种，不
经医生诊断就随便服用镇痛药，很有可能延误疾病
治疗时机。譬如，非典型性心绞痛病情早期也可能
表现为牙痛、背痛、上腹痛等症状，如果病人在出现
牙痛状况时，服用止痛药暂时缓解了，就可能疏于对
身体的诊疗；肠梗阻的症状主要为腹痛，患者如果服
用止痛药，疼痛止住了，却很有可能致使肠道坏死肚
中而不知情。

针对止痛药的使用，马乃全提出了以下建议
1、不要轻信各种广告宣传，不能对镇痛药物的

宣传效果过分信赖，从而私自购买止痛药进行暂时
的疾病治疗。

2、原因不明确的突发疼痛，应尽早送往医院进
行诊断，万万不可延误病情。

3、已经医生确诊的慢性疾病疼痛，在家中使用
止痛药，应在医生指导下服药，并按药物说明以及医
生指导的剂量服用，不可随意加大剂量以免副作用
对身体的严重伤害。

4、镇痛药大致可分为阿片类和非甾体类两种。
对于吗啡、杜冷丁等阿片类止痛药，因其有成瘾性及
呼吸抑制等副作用，应谨遵医嘱；对于非甾体类止痛
药，因其有致消化道溃疡、出血等副作用，也不可长
期大量使用。

5、唯一可以在家中长期使用止痛药的患者是癌
症晚期患者。此类患者疼痛剧烈，医生不会过分考
虑其药物成瘾，因为这一阶段的治疗最重要的就是
减缓病痛。

6、若是家中老人有因慢性疾病或劳累引起的疼
痛，家人可以绕过药物，通过综合性手段，譬如热敷、
冷敷，变换体位、红外灯照射、微波治疗等物理方式
对老人进行止痛，这样效果更好，也更安全。

■ 见习记者 王培琳

目前，网购已经成为年轻女士购
物的重要渠道。除了方便，很多消费
者认为网上购买价格更便宜。但是，
网购也有许多潜在风险。今年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消费者江先
生爆料在天猫网购化妆品美白，却遭
遇“三无”致“烂脸”。

那么，假冒化妆品有哪些形
式？网购化妆品应注意什么？省
食药监局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管处
副处长孙厚石表示，当前的假冒化
妆品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是未
取得批准文号或是未经备案的化
妆品。按规定，国产特殊用途化妆
品应取得国家主管部门（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原卫生行政
部门）批准文号，国产非特殊用途
化妆品应经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备案；进口特殊用
途化妆品应取得国家主

管部门许可批件，进口
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应
取得国家主管部门
备案凭证。

二是假冒知名
品牌的化妆品，以假
乱真，欺骗消费者。
这些化妆品有可能使
用原料不明，生产过
程做不到可靠的质量
风险控制，还有可能
为了产品效果违法添

加禁用物质或超限使用限
用物质，这将会对消费者健康
造成危害。

比如颇受消费者欢迎的美白祛
斑类化妆品，不法分子为了达到美
白或祛斑效果，可能在产品中添加
铅、汞等重金属或是氢醌、白芷等

禁用物质，长期使用会造成皮肤轻
微性或是永久性损害；宣称祛痘的
化妆品，有可能非法添加甲硝唑、
氯霉素等药物，长期使用有可能造
成消费者皮肤过敏或溃烂。

孙厚石提醒消费者在网上购买
化妆品，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1）选择合法、正规的网上商城，
尽量选择正规企业的网上旗舰店进
行购买。

（2）切莫贪图便宜，在购买某种
化妆品的时候，可以货比三家，有个
心理价位。若大多卖家都在某价格
范围内出售的话，这种化妆品的价格
也不会相差太多，出现比这更低价格
的情况，消费者就要注意会不会有假
货问题。

（3）化妆品小样是假货较多的产
品。特别是一些店铺批量销售化妆
品小样，造假可能性更大，因为小样
是正品商家的赠品，不太可能有那么
多源源不断供货出售，买家在购买的
时候要特别注意。

（4）看清、问清化妆品的批准文
号、保质期、生产企业等详细信息，可
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
站（www.sfda.gov.cn）查询化妆品的
相关批准信息是否一致。

（5）网上购买进口化妆品时要尽
量问清产地、国内代理商等。价格高
并不代表一定是正品，也可能是仿冒
的。

“高价回收各大品牌化妆品空
瓶”、“欢迎各柜台小姐和我取得联
系，长期大量收购”，诸如此类文字时
常出现在网帖之中。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部分不良网络卖家通过回收真
瓶掺假出售，谋取暴利。

孙厚石提醒，如有人回收化妆品
空瓶，一定要进行举报，因为这有可
能是打击假冒化妆品的重要线索。

网购化妆品
切勿贪图便宜
空瓶回收背后藏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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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虫或是“验癌高手”

别看线虫体长仅1毫米左右，日本科研人员
最新发现，它在识别癌症方面有“特长”。线虫可
根据气味准确辨识出癌症患者的尿液，未来有望
据此开发出简单而廉价的诊断方法。

此前研究已知，癌症患者的尿液及呼出气体
有特殊气味，因此有人研究利用癌症嗅探犬来诊
断癌症。不过，训练一条合格的嗅探犬并不容
易，且成本不菲。

日本九州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美国新一
期《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卷》上报告说，他们采集
了218名健康人和24名癌症患者的尿液，将尿液
样本置于玻璃皿上，然后将50至100条“秀丽隐
杆线虫”放在玻璃皿中央，观察其反应。这种线
虫拥有和狗相当的嗅觉受体。

结果发现，线虫普遍远离健康人的尿液，而
聚集到癌症患者的尿液旁，准确率高达95％左
右。研究人员通过基因操作，使线虫的部分嗅觉
功能失灵，结果发现它们不再有此表现。这说明
线虫“偏好”的是癌症患者尿液的气味。

此次研究涉及胃癌、食道癌、前列腺癌、胰腺
癌等多种癌症，且有些癌症处于很早期阶段，而
线虫不分癌症种类和发展程度，都能准确识别出
癌症患者的尿液。

研究人员说，线虫与狗的嗅觉能力相当，且
更容易饲养，如果能将本次研究成果推向实用，
有望大幅降低癌症检查费用，并使检查过程更加
便捷，约一个半小时就能得出结果。

（据新华社电）

新型止血夹
能在体内溶解

日本研究人员日前开发出一种可在体内溶解
的医用止血夹，它不仅能降低手术后的风险，还可
避免妨碍医学影像检查。

神户大学近日宣布，该校研究人员注意到，镁
遇到动物体内水分后很容易溶解，对机体的安全
性很高，于是通过向镁材料中混入钙和锌，制造了
一种新型止血夹。它只有约5毫米长，但夹紧的
力度较大。

研究人员通过老鼠实验发现，约3个月后这
种止血夹就在老鼠体内缩小了一半，一年内所有
止血夹均溶解消失。

目前的医疗手术一般用金属钛制作的微小止
血夹。在对某些腹腔脏器进行手术后，这种止血
夹会留在体内。虽然通常无害，但也存在止血夹
扎入附近脏器、引发病症的风险。而且患者日后
接受计算机断层扫描时，止血夹周围的组织在图
像上还会显得比较模糊。

研究负责人、神户大学教授向井敏司说，止血
夹是常用的手术工具，这种新型止血夹如能用于
治疗，将是一项贡献。他们将力争在两三年内使
这种止血夹达到实用水平。

（据新华社电）

减少患者看病过程中的“长途跋涉”

三亚市人民医院
进行诊疗流程升级改造

本报讯（记者侯赛 通讯员陈琳琅）便捷的
就医流程、人性化的诊疗服务、优雅的就诊环境
都是医院诊疗服务升级的具体体现。近日，作为
改善医疗服务大行动中的一项内容，三亚市人民
医院医护人员志愿者服务活动启动，1500余名
医护人员参与。

为优化就诊流程，三亚市人民医院还将进行
就诊流程再造，方便就诊，减少患者看病过程中
的“长途跋涉”。此外，三亚市人民医院还将对全
院医护人员展开人文医学内容的培训，具体包括
开展人文关怀问诊，告知病情和沟通病情变化，
以及病人死亡后如何减少家属痛苦等内容。

“医院就诊流程改造，将把所有门诊放在门
诊楼的1-4层；药房全部挪到医院一楼，方便病
人家属取药；住院病人的检查将安排到就近病房
的病区……”三亚市人民医院负责人表示，今年
上半年，这项就诊流程改造工程就会完成，以后
患者可以享受到更加便捷的就诊服务。

老人莫入
保健食品
消费陷阱
购买保健食品

需认准左上角“蓝帽子”标识

近期，有商家非法夸大保健食品功效，
甚至声称根治百病，以此进行宣传或吸引老
年人参加其组织的销售或代购活动，让老年
人高价购买保健食品。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近日发布保健食品消费提示和一
些常见陷阱：

利用“讲座”、“义诊”等形式为幌子，
邀请“专家、教授和老中医”在现场进行“养
生”讲座，顺便兜售保健食品，或通过“赠
药”、“发放小礼品”等方式，诱导老年人参加
其组织的促销活动。 所谓“咨询义诊”其实
并不免费。这类活动总是以免费体检为开
头，以“身体状况存在严重问题”为结论，以
老年人购买保健产品为最终目的。

以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医疗机构、
学术机构、行业组织的名义和形象为产品功
效进行虚假宣传，实属虚构不可信。保健食
品宣传“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与药品混
淆的用语”。消费者在选购此类保健品时应
提高警惕谨慎购买。

以“药到病除”、“根治”等用语强调疗
效，“无效退款”、“无毒副作用”等承诺夸大
产品功效。保健品不能代替药物，无治疗作
用，一般需长期服用。因此，宣传中不能出
现有效率、成功率等绝对化用语，更不可期
望所谓的疗效、速效等不实承诺。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人士提出了
防范措施：

购买保健食品要选择正规的有合法资
质的商家购买，并索要相关票据，以备日后投
诉、索赔、维权。

认准保健食品左上角“蓝帽子”标识。
购买时，要认准产品包装上是否有国家行政管
理部门的批准文号，国产保健食品要有卫生部
的批准文号“卫食健字”或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批准文号“国食健字”标识，进口保健
食品要有“卫进食健字”或：“国食健字J”标
识。相关信息可登陆国家总局网站查询。

确认保健功能。仔细参看产品包装上
的说明书，确定产品的保健功能并结合自身实
际选购。我国卫生部审批的保健食品共有20
多种保健功能，而且同一产品不能同时具有两
种以上的功能，消费者购买时要注意分辨。

注意产品的禁忌。保健食品的批准证
书上注明了一些不适宜人群或禁忌，并要求企
业标注在产品包装的说明书上。

注意有效期，不要买过期的保健食
品。仔细察看包装上厂名、厂址、联系电话、
生产日期、有效期限等。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患有疾病应及时就医。

如果消费者一时没有识别清楚，已经上
当，要保存好证据及相关票据。及时向当地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投诉，或拨打12331投
诉，相关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会及时处理。

（冀金玲 吕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