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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新知

关注世界献血者日

口臭？当心是牙周炎
牙周病是一种最常见的口腔

疾病，是指牙齿周围支持组织所发
生的疾病总称，它是引起成年人牙
齿损坏甚至脱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号称是牙齿的“头号杀手”。牙周
病中最普遍的就是牙周炎。目前，
牙周炎的患病率非常高，30岁以上
的患病率几乎达到80%以上。

一、出现以下症状时，你很可
能患上了牙周炎。

患上牙周炎的人，通常有刷牙
时出血、牙龈红肿、口臭等几大典
型症状，其中主要表现为刷牙时牙
龈出血，有的表现为咬硬物如啃苹
果时出血、吃馒头时出血。

由于牙周炎在早期、中期不影
响人们生活，所以这些症状很容易被
大家忽略，但是如果任由其进一步发
展，结果将是牙齿疼痛、松动、移位、

脱落，到了那时就很难治疗了。
二、牙周炎患者究竟要注意些

什么？
（1）注意口腔卫生
对于牙周炎患者而言，口腔卫

生很重要。做好个人口腔卫生，认
真刷牙、漱口，消除或减少食物嵌
塞非常重要，积极采用漱口的方式
除去食物残渣。

（2）早发现早治疗
在做好预防的同时，还必须定

期检查，要早发现、早治疗，将牙周
炎消灭在萌芽状态。大家平时要
多注意口腔疾病的信号，一旦出现
牙龈红肿、口臭、刷牙或咬硬物时
出血，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及时治
疗，不能拖延。建议每半年至一年
时间去做一次口腔检查。戒烟限
酒，注意饮食均衡。 （王润）

■ 本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冯琼

近日，关于吃荔枝会致“荔枝病”
的网文在微信朋友圈刷屏，“荔枝病”
也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在网上流传的文章中表示，国内
有医院介绍，曾接诊多例“荔枝病”患
儿。该数据来自一个截图，2000年10
月15日发表于某医学杂志。

然而记者在百度搜索“荔枝病”相
关新闻发现，这个话题近几年一到荔
枝收获的季节就会出现，该文章仅是
一个截图，各大微信公众号都在用，其
可信度很低。

就此，记者也求证了海南省人民
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的
多位医护人员，他们均表示，自己从业
多年来，几乎没有接诊过类似病例。

网上文章中还提到，广州有个7岁
小朋友空腹吃了太多荔枝后出现昏
迷。海南省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
任易慧明表示，网上所说的“荔枝病”其
实就是“低血糖症”。荔枝中含大量的
果糖，果糖经胃肠道黏膜的毛细血管很
快被吸收进入血液后，必须由肝脏内的

转化酶将果糖转化为葡萄糖，才能直接
为人体所利用。如果过量食入荔枝，过
多的果糖进入血液，“改造”果糖的转化
酶就会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大量
的果糖充斥在血管内却转化不了能被
人体利用的葡萄糖。与此同时，进食
荔枝过量影响了食欲，使人体得不到
必需的营养补充，致使人体血液内的
葡萄糖不足，就会导致“荔枝病”。

易慧明提醒，荔枝不能食用过量，
尤其不要空腹吃荔枝。人们在空腹时，
血糖处于较低水平，此时大量进食荔
枝，在很短的时间里，果糖转化成大量
的葡萄糖，刺激胰岛β细胞分泌大量胰
岛素，从而给肝脏传递错误的信号。因
此，人们就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如恶

心、乏力，甚至高热、抽搐、昏迷等。
该如何正确食用荔枝？易慧明介

绍，在吃荔枝前后适当喝点盐水、凉茶或
绿豆汤，或者把新鲜荔枝去皮浸入淡盐
水中，放入冰箱冷冻后食用。这样不仅
可以防止虚火，还具有醒脾消滞的功效。

另外，用荔枝壳煎水喝，能解荔枝
热。易慧明建议，不要空腹吃荔枝，最
好是在饭后半小时再食用。因进食荔
枝而引起低血糖者，要适量补充糖水，
症状严重者应及时送医院进行治疗。
对荔枝过敏的人、糖尿病患者及阴虚
火旺者要禁食或慎食荔枝。

易慧明介绍，大家无需对“荔枝病”
过度恐慌，其实荔枝具有非常丰富的营
养价值，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荔枝中含有优质而丰富的糖分，
可以有效地帮助大脑补充能量。荔枝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优质的植物蛋
白，有助于机体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抗
病能力。荔枝还可以起到消肿解毒，
止血止痛的作用。荔枝可以促进微细
血管的血液循环，有助于提高血液的
健康，经常食用荔枝，可以预防雀斑的
发生，使皮肤更加细腻光滑。

国内首部学龄前儿童运动指南发布

幼儿每天户外活动
至少120分钟

国内首部《学龄前儿童（3～6 岁）运动指南
（专家共识版）》9日在京正式发布，首次提出我
国学龄前儿童每天运动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推荐
量。

《指南》提出“学龄前儿童的运动应符合其身
心发育特点，应以愉快的游戏为主要形式”“全天
内各种类型的身体活动时间应累计达到180分
钟以上。其中，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
不少于60分钟。”针对我国学龄前儿童户外活动
不足的现状，建议“每天应进行至少120分钟的
户外活动”。

《指南》还建议在保证每天活动时间和活动
强度的前提下，学龄前儿童每天应尽量减少久坐
行为。其中屏幕时间每天累计不超过60分钟，
且越少越好。任何久坐行为每次持续时间均应
限制在60分钟以内。 （新华社电）

常规血压管理
或不适用于高龄老人

近日，国际顶级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上
刊发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
产品安全所所长施小明及其研究团队的论文。
该研究显示，高龄老人（80岁及以上）收缩压值
（SBP）与死亡风险为U型关系，风险最低点为
129毫米汞柱；确定了具有较低死亡风险的SBP
范围（107毫米汞柱～154毫米汞柱），与之相比，
低、高SBP组的高龄老人死亡风险均显著升高。

施小明及其团队基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与北京大学联合实施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
素跟踪调查，对调查的4658名高龄老人的相关
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上述结论。

研究结果同时提示，目前普遍采用的“关注
高血压和心血管事件”的血压管理理念，可能并
不适用于高龄老人。该年龄段老人的正常血压
范围有待重新探讨，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也应
审慎地开展个体化诊疗。

我国高龄老人群体日益庞大，预计到2020
年将达3067万人。“80岁以上高龄老人是中国
人群中数量增长最快的群体，在这一年龄组探究
血压与全因死亡风险和死因别死亡风险的关联
极具现实意义。”施小明说。

在死因别分析中，与中等水平的SBP（107
毫米汞柱～154 毫米汞柱）相比，高水平的SBP
（＞154 毫米汞柱）的高龄老人心血管疾病死亡
风险升高51%，非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无显著
变化；低水平的SBP（＜107毫米汞柱）的高龄老
人非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升高58%，心血管疾
病死亡风险无显著变化。上述结果一定程度上
合理解释了SBP与全因死亡风险的U型关系。

“研究提示，对高龄老人而言，107毫米汞柱～
154毫米汞柱的SBP值都是安全的，这与此前的
认知有所不同，因此，对该人群的血压管理应制
定相应指南。”施小明说。 （健康时报）

健康生活方式
能预防老年记忆障碍

芬兰一项研究表明，包括运动、脑力训练和
健康饮食在内的健康生活方式，可以增进大脑健
康，并预防老年记忆障碍。

据《赫尔辛基新闻》11日报道，这项研究由
东芬兰大学老年流行病学教授米拉·基维佩尔托
领导的研究团队进行，是芬兰健康与福利研究所
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共有1262名60岁以上、存在记忆障碍风险
的老年人参加了这项研究。研究人员对其中一
半受试者实施了该研究团队研发的强化生活方
式指导，包括特定食谱、运动、脑力训练以及心血
管病风险管理等。作为对照组，另一半受试者则
接受标准生活方式的指导。

经过两年时间，两组受试者的健康状况呈现
出明显区别。基维佩尔托在接受《赫尔辛基新
闻》采访时说，接受强化生活方式指导的受试者
自我感觉生活质量有所提升，他们患其他疾病的
风险也显著下降。

基维佩尔托说，老年记忆障碍形势相当严
峻，已成为一种全球性挑战。阿尔茨海默病是其
中最常见的一种，不仅导致患者本人痛苦，对家
庭和社会也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基维佩尔托建议，为预防老年记忆障碍，身
体锻炼应包括有氧运动和肌肉练习；脑力训练应
包括阅读、填字游戏、下棋及学习外语等；饮食应
清淡且多样化，多吃蔬菜水果和鱼类，少吃红肉。

另外，积极参与社交活动也是提高记忆力的
一种重要方式，“因为孤独是许多身心健康问题
的源头”。 （新华社电）

学会啖荔枝 美颜又有益
专家：不宜空腹、不宜过量，荔枝壳煎水喝能解热

RhD阴性者如何自我保护？
RhD 阴性血的供应时有不足，

主要是由于人群中 RhD 阴性血型
的比例低，血液库存量也相对较
低，应对突发需求的缓冲能力较
弱。专家提醒，假如生病或手术需
要输血时，一定要将自己是 RhD 阴
性血的情况告知医生，以便医生及
时和血液中心联系，组织所需的
RhD 阴性血源。未生育女性要做
好计划生育以避免人工流产，若是
已有妊娠或输血史的女性，再次妊
娠务必要到血液中心进行新生儿
溶血症的预测检查，以预防今后新
生儿溶血症的发生。

（符王润 整理）

他们不仅是一群稀有血型拥有者，也是一群热心的无偿献血者

“熊猫侠”，让稀有血型不“稀有”

稀有血型到底多稀有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在28岁的海口市民赵阳（化名）
众多的微信群里，他特别关注其中一
个——海南“熊猫血”之家，因为这个
群发出的信息，关乎着一些人的性
命。群里的成员，都是来自海南各地
的稀有血型拥有者。

在我国汉族人群中，RhD阴性
血型分布频率约为0.3%，因为稀有
而被称为“熊猫血”。

目前，海南在册的稀有血型拥有
者共1081人，具有有效信息的为606
人。为了帮助稀有血型拥有者“抱团
取暖”，海南省血液中心会定期组织
他们举行各种活动，并分别建立了
QQ群和微信群，方便他们随时联络。

很多稀有血型拥有者，也是热心
的无偿献血者。正是因为血型稀有，
他们更加明白无偿献血的重要性。对
他们来说，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

“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2007年，时年20岁的何媚（化名）
在第一次献血后，得知原来自己的血型
竟是RhD阴性B型血，属于稀有血型。

“我知道自己是稀有血型后很紧
张，也很担心。”此后何媚逐渐了解关
于稀有血型的种种，“我了解到拥有
稀有血型的女性要非常注意保护自
己，特别是要避免人工流产。而且输
入阳性的血液后，以后若再输血，造
成溶血性输血反应的可能性比较
大。”

得知自己是稀有血型后，何媚也
开始积极参与到海南省血液中心组

织的各种稀有血型拥有者的活动当
中，并积极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宣传关
于稀有血型的科普知识。

“省血液中心将我们这些稀有血
型拥有者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互助的
团体。一旦谁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输血
的，就能在这个团体中及时找到符合
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对何媚来说，这
个团体就像是稀有血型拥有者的家。
他们亲切地互称彼此为“血友”，“我觉
得自己并不孤单，也有了一种保障。”

“省血液中心经常组织我们开展
健身、徒步等活动，我们都会积极参
与。这样一方面能够紧密彼此之间
的联系，另一方面，献血志愿者需要
身体健康才能符合献血条件，我们参
加这些活动也能增强体质，随时为需
要输血的人准备着。”何媚笑着说。

“我必须尽力去帮助他们”

今年50岁的杨华（化名）在3年
前的一次无偿献血后，被告知自己是
稀有血型。

“以前从未听说过稀有血型，我
当时很吃惊。”当时，杨华很紧张地前
往血液中心咨询了专家，了解稀有血
型的相关知识，“此后，我赶紧也让亲
朋好友去检查了血型，提前弄清自己
是不是稀有血型才能有所防备。之
后，我还加入了血液中心组织的海南
稀有血型的团队。”

“虽然我是稀有血型，但因为有
了这个团队，大家互帮互助，我觉得
自己是很幸运的。”杨华笑着说。

如今，杨华已经多次参与为“血
友”无偿献血。“记得有一次我在外地

出差，接到血液中心电话说医院有一
名和我一样血型的患者需要输血。
第二天我一赶回海口，就马上去献
血。”每次得知有需要输血的人，杨华
都会尽快赶去，“只要是有这样的电
话，肯定是有人在等着输血救命了，
我必须尽力去帮助他们。”

无偿献血是一种责任

2005年，当年18岁的杨明（化
名）在第一次无偿献血中，发现了自
己是稀有血型。

“其实，只要大家特别是稀有血
型拥有者都积极无偿献血，稀有血型
也就变得不那么紧缺了。”13年间，
杨明一直积极进行志愿献血和稀有
血型科普知识宣传，他还不时写些科
普文章通过网络发布，希望能够让更
多人知晓这方面的知识。

在杨明的微信里，有两个群是他
随时关注的，一个是“海南‘熊猫血’之
家”，一个是“海南稀有血型一家亲”，
这里聚集了众多海南稀有血型拥有
者，“在这个群里面，除了日常的科普
宣传外，很多时候还会有‘血友’的求
助。比如有一些稀有血型的产妇生
产之前，会在群里向大家寻求帮助，
为自己备血以防万一。每有求助，符
合献血条件的‘血友’都会积极响应。”

只要时间允许，杨明都积极参加
海南省血液中心组织的各种科普宣
传活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献血并
不会对人体有伤害，定期献血反倒对
人体健康是有益的。最重要的是，无
偿献血能够帮助很多急需帮助的
人。这也是我们体现社会价值的一
种方式。”对于杨明来说，无偿献血已
经成为了自己救人的一种责任。

温馨提示
RhD 阴性血型拥有者可拨

打电话 68656279 或 68607776 与
海南省血液中心工作人员联系，
并且当自己的地址、电话发生变
化时能及时通知血液中心，以便
有人需要时能随时联系。

？
什么是Rh血型？

Rh 是恒河猴（Rhesus Maca-
cus）外文名称的头两个字母，兰德
斯坦纳等科学家在1940年做动物
实验时，发现恒河猴和多数人体
内的红细胞上存在 Rh 血型的抗
原物质故而命名的。Rh血型抗原
家族包括D、C、c、E、e这5种抗原，
其中 D 抗原免疫原性最强、临床
意义最重要，因此，将红细胞表面
具有 D 抗原的人称为 RhD 阳性，
缺少 D 抗原的称为 RhD 阴性。
Rh血型的发现，对更加科学地指
导输血工作和进一步提高新生儿
溶血症的实验诊断和维护母婴健
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Rh阴性属稀有血型吗？
海南省血液中心专家表示，任

何一个血型系统抗原，其分布因不
同地域、不同种族人群而异。如某
种血型在欧美的频率较高，但在亚
洲地区则可能较低。所以，“稀有血
型”这一称呼是相对的。据统计数
据，在我国汉族和其它大部分民族
中，RhD阳性人群比例约99.7%以
上，RhD阴性人群只占0.2—0.3%左
右。所以，相对于我国汉族人群而
言，RhD阴性属稀有血型，但在另
一些少数民族中，如苗族RhD阴性
为12.3%，塔塔尔族为15.8%，白种
人达到15%以上，对于他们，RhD阴
性严格来说应不属于稀有血型。

Rh血型鉴定有何意义？
专家表示，Rh血型检查在临

床上的重要性，仅次于ABO 系统
而处于第二位。因为Rh血型不合
的输血有可能危及病人的生命；母
子Rh血型不合的妊娠，有可能发
生死胎、早产、新生儿溶血症。如
果RhD阴性的人输入RhD阳性的
血液后（特别是多次输血），在其血
清中可能出现 RhD 抗体，若以后
再输入 RhD 阳性血，即可造成溶
血性输血反应；如果 RhD 阴性妇
女孕育 RhD 阳性胎儿时，胎儿的
红细胞借机会进入母体，也可刺激
母体产生 RhD 抗体，即使第一次
输血，也可引起溶血性输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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