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孙永超 曾滢西

阴道瘙痒，对很多女性来说是
羞于提及的事情。海南现代妇女
儿童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胡丽华
指出，阴道炎虽然算不上什么大
病，却也给很多女性的生活造成不
小的困扰。据统计，超过7成女性
一生至少会被阴道炎“纠缠”一
次。它发病位置不仅令人尴尬苦
恼，治疗上也有一个颇为“尴尬”的
问题——它病原体种类繁多，且非
常容易复发。

胡丽华介绍，在阴道中，存在着
一个内环境稳态平衡。在以乳酸杆
菌为主的各类正常菌群中，与宿主之
间构成了一个平衡，它们互相制约，
又互相依赖，共同维持阴道内环境稳
态。

是什么打破了这个平衡？胡丽
华表示，除了外来的致病菌感染外，
我们身体本身也可能会对这个“平
衡”产生影响。年龄、月经、雌激素
水平、妊娠状态的改变等等，都有可
能导致这个平衡被打破，引发阴道
炎。

而不同的病原体感染，症状也
有所区别。胡丽华介绍，一般常见
的阴道炎有霉菌性阴道炎、细菌性
阴道炎和滴虫性阴道炎。其中，霉
菌性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它可
能是以无症状的寄生状态存在，也
可传染。在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
时，菌群就会大量繁殖，导致阴道
炎。患者一般表现为阴道瘙痒，并

且有灼痛感，白带异常，呈豆腐渣
样。霉菌性阴道炎，有较为明显的
季节性变化，夏季相对于冬季更加
高发。湿热的天气，更加利于真菌
的生长繁殖。保持阴道干燥清洁，
对于预防真菌感染能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

细菌性阴道炎一般为混合型感
染，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表现，但危
害却不小。对于育龄女性，可能会
引起盆腔炎，子宫内膜炎，甚至是早
产等。对于这一类患者，适当的雌
激素类药物，可帮助阴道恢复酸性
环境，重新恢复自我清洁能力。而

滴虫性阴道炎的罪魁祸首则是阴道
毛滴虫，它多与性接触相关，高发于
20到40岁年龄段。

阴道炎是各个年龄阶段女性
都易罹患的疾病，且发病率较高，
严重影响女性的生活质量。对于
如何预防该疾病，胡丽华建议：

1.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勤
剪指甲勤洗澡；内裤要单独洗涤，并
及时烘干，防止霉菌滋生；内衣裤不
要装在塑料袋中，可装在布包内存
放，保持透气。

2.平时要多喝水，均衡饮食；多
吃些鱼类、肉类、蛋类、豆类制品等
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和富含维生素的
新鲜蔬菜。

3.女性要保养好身体，一年一次
的定期妇科全面体检是必不可少
的。

胡丽华提醒，再冷的天气，即
使不洗澡，内裤也必须勤洗勤换。
另外，杜绝不洁的性行为，也是预
防阴道炎的关键。

“不要小看妇科炎症，因为小
问题不注意也会引发大麻烦，一
旦查出患有妇科疾病，一定要抓
紧治疗。”胡丽华指出，如果阴道
炎症未得到治疗或治疗不及时、
不彻底，白细胞增多可吞噬精子
或影响精子活力而导致不孕。妇
科炎症的发展会上行扩散，当累
及女性内生殖器（如子宫、输卵
管、卵巢等）及其周围的结缔组
织、盆腔腹膜时，就会导致盆腔
炎，而盆腔炎就是导致不孕的主
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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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糖要钱，低血糖要命”

“很多糖尿病患者只考虑到高血
糖，却忽略了低血糖的危害。”王新军
表示，临床中，他遇到的糖尿病患者
低血糖的例子不胜枚举。前几天，海
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就
收治了一例因低血糖造成昏迷的糖
尿病患者。该糖尿病患者在治疗过
程中使用了胰岛素，后来胰岛功能恢
复，却没有及时监测血糖减少胰岛素
剂量，由此造成低血糖昏迷，最终诱
发脑血栓，虽经抢救，仍遗留严重肢
体活功障碍的后遗症。

王新军表示，低血糖可显著影响
患者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包括工
作、驾驶、旅游和休闲活动，低血糖反
应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但特别可
怕的是发生在夜间，也就是夜间低血
糖。低血糖会使脑部处于低氧状态，
伤害神经系统，严重时会迅速出现脑
功能障碍，如反应迟钝甚至痴呆。

王新军介绍，低血糖是糖尿病患
者接受胰岛素或磺酰脲类药物治疗
时的一种常见并发症，偶发时会容易
造成突发事故或者人身伤害。糖尿

病患者如果长期低血糖的话，还会导
致心血管疾病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如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脑神经功能
障碍、认知功能减退等等。

那么，糖尿病低血糖有什么症状
呢？王新军介绍，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肾上腺素过多是糖尿病的早期症状。
低血糖发生后，由于交感神经活动增强
及刺激肾上腺素分泌增多，患者多出现
面色苍白、心悸、冷汗、腿软、头晕、饥饿
感、恐慌与焦虑等表现，进食后可消除。

其次，意识障碍症状。低血糖出
现后，大脑皮层会受抑制，患者常出
现意识朦胧，定向力、识别力减退，嗜
睡、多汗、震颤、记忆力受损、头痛、抑
郁、梦样状态，严重时痴呆，有些人可
有奇异行为等。这些神经精神症状
常被误认为精神错乱症。

低血糖时还可造成脑神经损害，
表现包括意识混乱，行为异常、视力障
碍、吞咽困难、木僵、昏迷和癫痫等。

用药不合理易造成低血糖

哪些原因容易诱发糖尿病患者低
血糖呢？王新军表示，临床中遇到的
诱发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原因主要
有：在使用了有低血糖副作用药物（如

胰岛素、磺脲类）的基础上，未能及时
调整剂量，加之饮食不规律，吃得太
少、误餐、运动增加、空腹饮酒等原因。

“有的糖尿病患者有时会忘记自
己是否服药而再服一次，这样有可能会
造成用药过量而引起低血糖。”王新军
介绍，还有患者有清晨运动的习惯，出
门前会先服药或注射胰岛素，但未进食
早餐即刻出门运动，也会造成低血糖。

部份使用口服降糖剂的患者因肾
功能恶化或衰竭，而未适度调整药物
剂量导致药效增加，若病人食量减少
或离下一餐时间太长，就有可能造成
低血糖。还有的糖尿病患者运动过度
导致肌肉利用过多的葡萄糖，或注射
的胰岛素吸收加快，也会引起低血糖。

此外，如腹泻、厌食、或延误餐饮
时间、或因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而影响
胃排空食物等情形皆可导致低血糖。

糖尿病患者一味少吃也不妥

糖尿病患者该如何预防低血糖
的发生？王新军提醒，首先，要做到
合理用药。使用过多降糖药物很容
易引发低血糖。所以，糖尿病患者在
用药时要根据糖尿病的具体病情和
监测的血糖情况，及时找内分泌专科

医生复诊，调整药物的剂量，千万不
能随意凭感觉来自行服用药物。做
到合理用药很关键。

“如果降糖药物降糖力度过大导
致频繁低血糖，就得咨询相关医生减
药。”王新军介绍，糖尿病患者只要血
糖水平≤4.4mmol/L，就属于低血糖，

“糖尿病患者宁可保持血糖高一点，
也要切忌血糖水平偏低。”

其次，要注意饮食。不吃或者少
吃是有可能控制住血糖的升高，但须
知，这亦会增加低血糖发生的概率。
所以，“糖友”们的日常饮食一定要规
律，做到定时、定量。如若降糖太快
而出现低血糖，可以吃点东西，并减
少药物剂量，以有效防止低血糖。

治疗环节最重要是血糖

众所周知，适度的运动有助于帮
助糖尿病患者降低血糖。王新军建
议，如果糖尿病患者要运动，特别是使
用胰岛素的病友，运动前应该测血糖，
如果血糖偏低，应该先吃点东西。在
之后的运动时也应注意，轻、中度运动
量即可，且不可长期重复剧烈运动。

需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治疗的环
节中，最重要的当属检测血糖。所
以，王新军建议“糖友”们，特别是应
用胰岛素的病友，应准备一台血糖检
测仪，尽量做到及时监测，尤其是餐
前、餐后2小时和睡前血糖，以减少
低血糖的发生；要及时记录血糖的测
定结果，方便医生根据数值变化来增
减药量，调整饮食及治疗方案。

最后，王新军提醒，大多数采用
强化胰岛素治疗方案的患者，应在
餐前（有时在餐后）、睡前、运动前、
关键任务前（如驾驶）要进行血糖监
测。

高速路上驾车疯狂“蛇行”，竟是司机血糖问题惹的祸，医生提醒：

低血糖危害不容低估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曾滢西 孙永超

儿童恒牙脱落不能再生，但孩子在
未成年前又无法接受镶牙或种植牙治
疗。牙齿缺失时间过长不但会影响孩子
的“颜值”和发音，还会对孩子的心理产
生不良影响。海口一名7岁男孩与同学
打闹时就不慎跌倒磕掉门牙，幸得医生
紧急将脱落的恒牙“种”了回去，才让这
颗脱落的牙齿重获“新生”。经过一年
的恢复，如今男孩脱落的门牙已长稳，已
重新具备原有的功能。

“林医生，怎么办，怎么办，我孙
子的门牙磕掉了……”2017年11月，
正在外开会的海南口腔医院医生林
芳诚接到一个“特殊”的电话，电话是
曾经接诊过的患者吴先生打过来的，
电话那头的声音显得很着急。

在林芳诚询问之下，事情的经过慢
慢清晰——原来当日上午10时许，吴先
生7岁的孙子皓皓在学校与同学玩闹时
不小心摔倒，导致1颗门牙磕到脱落，且
该门牙为恒牙。接到学校老师通知后，
家长立即带着皓皓和脱落的门牙去咨询
了多家医疗机构，却均被告知牙齿污染
严重，已经没有办法再植回去了。吴先
生想起曾经为自己诊疗过的医生林芳
诚，便抱着一线希望拨了这通电话。

“情况紧急，恒牙脱落不能再生，
孩子未成年前又不能镶牙或做种植
牙，如果不能将牙植回去，会导致门牙
早失，不仅会影响孩子的口腔健康，还
会影响孩子的“颜值”和发音，导致孩

子自卑，身心都可能会受到伤害。”林
芳诚当即决定，马上离开会场赶回医
院，尽最大努力挽救这颗珍贵的恒牙。

速度就是“生命”，越早将牙再植
回去，手术成功率就越高。皓皓门牙已
经脱落了2个小时，不能再拖了。林芳
诚在电话中指导家长把脱落的门牙放
到牛奶中保存，然后让其拿上脱落的牙
齿，带上孩子立即到医院就诊。随后林
芳诚拨通了科室护士电话，让护士提前
准备好手术所需的器械和药品，保证手
术能以最快的时间进行。

当天下午1时许，林芳诚赶回科
室后，马上给皓皓做了相关检查，发
现他这颗门牙是从牙槽窝中脱位出
来的，牙根完好无损，整体也没有缺
损，虽然污染严重、脱落时间也较长，
但还有再“植入”成功的可能。

林芳诚当即给皓皓做了牙外伤
压脱位再植入手术。经过及时治疗，
皓皓脱落的牙齿被成功地植入到原
来的位置。如今，经过一年的的治疗
和恢复，皓皓脱落的门牙已长稳，已
重新具备原有的功能。

林芳诚介绍，儿童牙外伤的发生
率很高，口腔门诊经常都能遇到磕掉
牙的病例，但是真正懂得牙外伤急救
的家长却寥寥无几。他提醒，如果孩
子出现牙外伤，无论是整个掉了还是
折了一半，都应该马上找到脱落的牙
齿，并保持牙齿的湿润，可将它保存
在牛奶或生理盐水中，或者将牙齿放
在嘴巴里（脸颊内部或舌头下面），以
保持牙齿的湿润度，注意要防止儿童
不慎吞咽牙齿。然后以最快的时间
赶到医院治疗，只要就医及时，脱落
的牙齿还有再植成功的可能。

超七成女性一生至少会被阴道炎“纠缠”一次

妇科炎症不重视或导致不孕

冬季防晒更重要
冬季气温低、日照时间短，人们都喜欢暖洋

洋的太阳照在身上的感觉。但是，皮肤科医生
指出，冬季的紫外线比夏季强，更容易伤害肌
肤，所以冬季更需防晒。

皮肤的衰老通常分为内在性衰老和外源性
老化，后者主要因环境因素，如紫外线辐射、吸
烟、风吹、日晒及接触有害化学物质等引起，其
中日光中紫外线辐射是导致皮肤老化的主要因
素，又称为皮肤光老化。

日光中紫外线按照波长的长短可分为长波
紫外线（UVA）、中波紫外线（UVB）和短波紫外
线（UVC）。波长最短的UVC能被臭氧层吸收，
极少辐射到地面。波长最长的UVA是晒黑段，
虽不会引起皮肤急性炎症，但穿透力强，易损伤
皮肤真皮层，破坏纤维组织，可长期积累，从而
使皮肤老化，形成皱纹。UVA能够穿透玻璃，
即使待在室内也免不了会受到其影响。UVB
是晒伤（红）段，对皮肤可产生强烈的光损伤，它
可破坏皮肤的保湿能力，使皮肤变得粗糙、多
皱，长期照射可使皮肤角质增厚，出现红斑、炎
症、皮肤老化，严重者可引起皮肤癌。

医生表示，其实，冬季和夏季的阳光强度一
样。人们感觉冬季的阳光强度低是因为光线不直
射地面的缘故，与阳光强度无关。所以不仅夏天
要防晒，冬天也要防晒，一年四季都要防晒，因为
日光损害是日积月累的过程。而且因冬季肌肤受
气候和冷暖空调的影响，新陈代谢减慢，皮肤更新
和修复功能减弱，此时更需要做好防晒工作。

另外，大气中臭氧层能够吸收太阳光波长
306.3nm以下的紫外线，主要是一部分UVB（波
长290~300nm）和全部的UVC，保护地球上的
人类和动植物免遭紫外线的伤害。而秋冬季臭
氧层变稀薄，紫外线便会乘虚而入，更容易伤害
肌肤。不过冬季防晒产品的防晒指数可以相对
低些，同时还要注意时刻为肌肤保湿补水。

（健康报网）

不吃晚餐减肥？
不靠谱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吃晚餐来减
肥。不吃晚餐的确会让体重减轻，然而不吃晚
餐减下去的不是“肥”而是水。

康复科专家指出，仅靠不吃晚饭，很难减掉脂
肪，虽然体重是轻了，但接下来就是可怕的反弹。

首先，长期不吃晚餐会影响健康。胃会不断
分泌胃酸，不吃晚餐容易患上胃溃疡，得不偿失。

其次，节食会降低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可
以通俗的理解成，每天一个人消耗的最小热量
值，降低基础代谢是自身的一个防御。当人减
少了摄入的能量，身体就很聪明地将基础代谢
自然降低，一旦人恢复吃晚餐，而消耗没有改
变，那么剩余的能量储存起来变成脂肪。

专家表示，要吃对晚餐才能减肥。
晚餐不宜吃得过晚。晚餐时间要距离睡觉时间

大于3小时。如果吃的太晚，食物还没有充分消化，
肠胃还在拼命工作，除了容易长胖还会影响睡眠。

晚餐不要吃得过饱。七八分饱刚刚好，不
要吃撑。由于白天工作忙碌，晚餐时间相对于
白天用餐时间充裕，更容易吃得多，摄入更多能
量，更容易发胖。

晚餐要以清淡为主。晚餐要少油少盐，摄入
油脂容易引起血脂异常，进而引起动脉硬化和冠
心病。

饮食顺序要牢记。如果有汤，可以先喝汤，
喝完汤后再吃青菜，肉类，最后才是吃主食。

晚餐吃这些可以减肥。如果白天蔬菜吃得
少，晚餐可以多吃蔬菜，适当的瘦肉、鱼类，多一
些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如红薯、土豆、青菜、水
果等。 （人民网）

身体不适就拔个火罐？
别随意！

提起火罐，大部分人并不陌生。感觉自己
身体不适，受寒了、腰背部酸疼时，很多人往往
会给自己拔个罐。拔火罐虽然简单便捷，但如
果操作不当，不但事与愿违，还可能伤身。

中医师介绍，拔火罐虽然是一种简单便捷
的保健方法，但很多群众有一些误区，认为拔
火罐时间越长越好、罐子吸附越紧越好。其
实，正确拔火罐的时间应该是在10-15分钟。
此外，很多人自己在家拔火罐时往往会凭感觉
操作。比如有的患者腰部受凉了，就只在腰部
最疼的地方拔一个罐儿，但是中医讲究辨证施
治来确定拔罐的位置，不是简单的哪里不舒服
就拔哪儿。

中医师还提醒，体质过于虚弱、皮肤容易过
敏、妇女月经期以及妊娠妇女都应慎用；在家中
拔火罐时注意防治烫伤及引燃易燃物；拔罐时
间不宜太长，留罐时间以5-15分钟为宜，两次
拔罐之间的间隔以2-5天为宜；拔完火罐后，不
能直上直下拔取火罐，正确的方法是先用一只
手将火罐向一面稍微倾斜，另一只手的指尖部
位向下按压与火罐接触的皮肤，使空气经缝隙
进入罐内，罐子自然就会与皮肤分开；拔火罐后
不可立即洗澡，因为拔罐后皮肤敏感脆弱，此时
洗澡易受风着凉，甚至导致皮肤破损、发炎等；
拔罐后若局部皮肤有痒感，切不可搔抓，以免皮
肤破损感染；拔罐后应注意休息，并饮一杯温开
水为宜。冬季拔罐尤其需要注意保暖，避免冷
风直吹。 （中国中医药报）

男孩磕掉门牙
医生妙“种”牙

■ 本报记者 侯赛

2018 年 12 月 19
日，发生在琼乐高速上的
一则交通监控视频刷爆
了朋友圈。一辆黑色大
众轿车像发疯一样在高
速公路上莫名“蛇行”，7
公里内频频撞击两侧护
栏，还继续加速狂奔。经
交警调查发现，驾驶人王
某有糖尿病史，由于当时
没吃早餐就驾车去上班，
驾车过程中因低血糖出
现意识模糊，导致车辆失
控。

海南医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
学博士王新军在接受海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情
况在临床中并不少见，有
句流行语叫“高血糖要
钱，低血糖要命”。对于
广大“糖友”来说，日常除
了注意高血糖外，更要警
惕低血糖的发生。一旦
出现低血糖，可出现饥
饿、心慌、手抖、出大汗等
症状，严重者会出现意识
模糊，甚至发生昏迷，若
没有及时纠正，还会有生
命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