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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不少人会选择外出
旅行，东南亚以优美的风光和高性
价比成了许多人心中度假、休闲的
第一选择。可是，有时我们从东南
亚带回的不仅仅是美好的回忆，还
有可能是登革热。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热
带病科主治医生沈敏提醒，今年，
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登革热疫
情进入高发期，发病数较去年同期
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到登革热多
发地区旅游或开展郊外主题活动
时，应提高预防疾病意识，特别要
注意个人防护，如出现发热、头疼、
全身肌肉和关节疼及皮疹等病症，
应及时就医。

登革热进入高发期

沈敏介绍，登革热是登革病毒
经蚊媒传播引起的急性虫媒传染
病。登革热病毒感染后可导致高
热、头痛，肌肉、骨关节剧烈酸痛，
部分患者出现皮疹、淋巴结肿大等
症状。这种疾病主要在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流行，非洲、东南亚以及

我国广东、香港、澳门等地是登革
热流行区。由于登革热是由伊蚊
传播，故流行有一定的季节性，一
般在每年的5月—11月，高峰期在
7月—9月。在新流行区，人群普
遍易感染，但发病以成人为主，在
地方性流行区，发病以儿童为主。

登革热发病初期的症状，会让
很多人误认为只是一般感冒，直到
病情越来越严重，人们才意识到没
那么简单。沈敏提醒，从热带地区

旅行回来的人，若出现“一般感冒”
症状，经过几天还没好转，就必须
去医院查看是否得了登革热或者
其他疾病，以免延误病情。

登革热可防可控可治

感染登革热怎么办？沈敏表
示，登革热是一种具自限性倾向的
传染病，无并发症患者的病程约为
10天，通常预后良好。死亡病例

多为重型患者，一旦出现重症倾
向，积极治疗可有效降低死亡率。
登革热一般在被蚊子叮咬后感染，
经3天到14天潜伏期可出现相关
症状，持续2天到7天。沈敏表示，
登革热发病时应及时就医，对可疑
患者应进行医学观察，患者应隔离
在有纱窗纱门的病室内，隔离时间
应不少于5日。登革热治愈后无
其他健康影响，死亡率比较低。

沈敏提醒，前往热带地区的旅
行者应当注意防蚊，晚上睡觉时需
要点上蚊香或者挂好蚊帐，避免蚊
虫叮咬。如果被蚊虫叮咬后，发觉
有头晕、发热症状，应该马上到医
院或者社区专门诊所就诊，避免炎
症加重而导致并发症。在户外活
动时，应该在身上特别是裸露的部
位喷上驱蚊水，或者穿上长袖、长
裤。15日内从登革热高发地区归
国人员或近1个月内身边有从登
革热流行区归国的人员，若出现发
热、眼眶痛、肌肉关节疼痛等相应
临床症状须及时就近就医，主动告
知医生外出史，同时在发病一周内
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

如果把人的眼睛比作一架照相机，晶状体
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一旦晶状体发生变性
和混浊，变成不透明，眼睛就无法看清物体，形
成白内障。虽然白内障是眼科常见病，但仍然
有不少人对白内障的诊治存在种种误区。

误区一：只有老年人才会有白内障
正解：白内障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
白内障形成有许多因素，例如老化、遗传、

外伤、代谢异常、辐射、中毒等都会使晶体混
浊。白内障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以老年性
白内障多见。

误区二：白内障完全成熟之后才能做手术
正解：影响到工作和生活就可以手术
很多人认为只有等白内障成熟了，即完全

看不见了才能手术，这是过时的看法。随着白
内障超声乳化技术的应用，只要视力低于正常，
影响到工作和生活就可以手术，而且这时手术
切口小、痛苦小、恢复快，术后效果好。而成熟
的白内障会增加手术难度，影响手术效果。

误区三：药物也可以治疗白内障
正解：目前手术是唯一的方法
目前尚无有效治疗白内障的药物，一些早

期的白内障患者，用药后病情发展可能会减慢，
但这不一定是药物治疗的结果，有时也会在用
药过程中发生恶化。许多老年人长期迷信药物
治疗，视力下降严重也不去医院治疗，这样可能
会错过最佳手术时机；等到白内障发展到晚期
再进行手术，也不一定能够恢复到理想的视觉
质量。

误区四：植入的人工晶体越贵越好
正解：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植入一枚合适度数、品质优良的人工晶体，

对术后的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采用的人工晶体不同，手术费用差异也很

大。一些新材料、新设计的晶体可以改善患者
术后的视觉质量，如非球面晶体、散光晶体、多
焦晶体等新型人工晶体的问世，在提高患者视
力的同时还可以具有其他不同的功用，让白内
障患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但并不是越贵的人工
晶体就越好，要根据自身眼部情况，参考自己的
用眼需求，在专业眼科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
自己的人工晶体。

误区五：年纪大的老年人不能做白内障手
术

正解：血压、血糖、心功能等在正常范围内
可以手术

常有人咨询，家中的长辈年龄已经很大，还
有没有必要做白内障手术，手术是不是有危
险。目前白内障手术已经发展成熟，它基本上
突破了年龄的限制，上至百岁老人，下到仅3个
月的孩子，都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白内障。即使
部分老年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疾
病，只要经内科控制血压、心功能、血糖等在相
对正常范围内，完全可以手术治疗白内障。
（海南省眼科医院白内障专科副主任医师 杨军）

海南省眼科医院特约科普

健康资讯

白内障诊治的常见误区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实习生邓欣）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获悉，2018年我省孕产
妇死亡率为13.39/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6.05‰、婴儿死亡率为4.10‰，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

省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开展妊娠风险
筛查与评估是保障母婴安全的基础，要从源头
严控风险。对此，省卫健委在《母子健康手册》
《孕产期保健手册》及“海南省妇幼健康服务管
理信息系统”中，按照国家《孕产妇妊娠风险评
估与管理工作规范》要求，更新孕产妇保健筛
查、评估表，并严格按照“绿、黄、橙、红、紫”五色
进行标识管理。

自2018年1月起，我省实施《海南省高危孕
产妇专案管理工作规范》，严格高危孕产妇专案
管理，盯紧重点人群。省卫健委委托省妇幼保
健院成立海南省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中心，各
市县成立辖区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中心，明确
中心工作职责，由专人负责做好日常专案管理
工作。去年12月，我省还在全省推广使用电子
版母子健康手册，促进孕产妇健康管理便民化。

为了确保我省每个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
儿及时得到省级水平的救治指导，省卫健委统
筹全省专家资源，成立了“海南产科重症”救治
平台和“海南新生儿重症”救治平台。在这两个
平台中，汇聚了我省相关专科的专家和卫生管
理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每个星期，在微信群中
都会安排一组省级救治专家值班，基层医院的
医生遇到棘手问题，可以及时上传至微信平台，
专家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会诊分析、指导救
治。

据统计，2018年，“海南产科重症”救治平台
完成在线指导282人，其中对5人进行现场指导
救治，转诊119人到省级救治中心，成功处置了
275例危重孕产妇；“海南新生儿重症”救治平台
成功救治了数10名危重新生儿。

我省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织牢母婴“安全网”

趁热吃？高温饮食当心“烫”出病
科学证明，饮食“烫、硬、粗、快”或诱发食管癌

很多人都有夜间磨牙的烦
恼，却不知这也是一种病。近日，
海南口腔医院接诊了一位夜间磨
牙症男性患者小陈，因长期夜间
磨牙，小陈口腔内牙齿牙尖已被
磨平，还出现冷热刺激酸痛等症
状。医生建议，如有夜间磨牙的
习惯，一定要及时就医，找到病因
对症治疗。

小陈告诉医生，自己有夜间磨
牙习惯7年了，但一直不重视，近
日他发现两侧后牙牙齿遇到过冷
过热刺激会有酸痛的感觉，就用手
摸了一下自己的牙齿，发现牙齿的
牙尖都变平了，这才前来就医。

海南口腔医院修复科医生李
学盛检查后发现，小陈牙齿的牙
尖有不同程度的磨损，表面的釉
质被破坏，露出淡黄色的牙本质，

牙冠变短，同时还存在牙齿排列
不齐，牙齿咬合关系不良等问题，
考虑是因牙列不齐引起的夜间磨
牙症。

李学盛分析，小陈长期有夜间
磨牙的习惯，夜间磨牙时牙齿会直
接强烈地叩击摩擦，时间一长就会
引起牙齿牙合面和邻面的严重磨
损，造成牙齿牙釉质被破坏，牙本
质暴露，牙齿就会出现冷热酸甜刺
激敏感等症状。对此，李学盛建议
小陈夜间睡觉时要佩戴咬合垫，减
轻磨牙给牙齿咬合面带来的破坏，
并配合正畸治疗。

“夜间磨牙早期不会出现不
适，因而极易被大家忽视，许多患
者来就诊时牙齿磨耗已经很严重
了。”李学盛表示，长期夜间磨牙
如不及时治疗，严重的可能会导
致牙齿磨损，伤及牙髓（牙神经），
甚至会出现牙齿坏死、松动、脱落
等情况；同时夜间磨牙还可能会

给颌骨和咀嚼肌带来疼痛和疲劳
感，会使颞下颌关节受损，出现颞
下颌关节处疼痛、关节弹响、张口
困难等症状。因此，如果知道自
己有夜间磨牙的不良习惯，一定
要尽早就诊，在医生的帮助下找
准病因，对症治疗。

李学盛介绍，造成夜间磨牙的

病因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牙齿
咬合因素和精神心理因素。牙齿
咬合因素主要有牙齿排列不齐、偏
侧咀嚼、缺牙等造成牙齿咬合关系
紊乱；其次，精神高度集中紧张、焦
虑、压力大、过度疲劳等心理因素
也是引发磨牙症的一大病因；此
外，寄生虫、胃肠功能紊乱、内分泌
失调、遗传等因素，也有可能引起
夜间磨牙症。

一般咬合因素造成的夜间磨
牙，需到专业口腔医疗机构作治疗
处理。针对不同的患者，医生会采
取相应措施，去除牙齿咬合干扰等
因素，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夜间磨牙
习惯。如果担心牙齿过度被磨损，
还可在专业口腔医生的指导下，在
夜间睡觉时佩戴咬合垫。对于精
神心理因素导致的夜间磨牙，患者
平时要学会如何缓解压力，放松心
情，调整心态，如症状没有缓解，可
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

夜间磨牙莫忽视 找准病因早治疗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邓欣 通讯员 彭晓芳

暑期出游东南亚 谨防登革热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邓欣 通讯员 谭莹

夏日炎炎，该如何预防长斑？海南
省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部激光科主任
林飞燕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虽然色斑有
很多不同类型，但除了先天与基因相关
的色素疾病外，大多数常见的面部色素
性疾病都可以通过防晒来缓解。

治斑需对症下药

“先天性色斑是生下来脸上就有
斑，比如咖啡斑、太田痣，也有的是到八
九岁才开始出现，比如贝克痣、雀斑样
痣，我们都称为胎记。”林飞燕表示，很
多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因脸上有斑，心
理压力很大。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家长
可带孩子去专业皮肤病医院诊治，像这
类先天性色素沉着，一般都能通过调Q
激光、皮秒激光等现代医疗手段根治。

“我有很多朋友去做激光祛斑，当时
效果很好，但很快就复发了，斑是不是根
本治不好？”很多患者诊病时，都有类似
的疑问。斑点为什么会产生？到底能否
根治呢？林飞燕表示，先天性色斑如太
田痣、部分咖啡斑比较容易根治。获得
性的色斑比如雀斑、老年斑、颧青斑，治
疗效果也非常明显，做好防晒其实不容
易复发。而有一些色斑相对比较难治，
跟它的复杂发病机制有关。

以黄褐斑为例，黄褐斑是一种获得
性色素异常皮肤病，中医称之为“黧黑
斑”“面尘”“妊娠斑”，多表现为面部对称
性淡褐色、深褐色甚至浅黑色斑片。中
医认为，黄褐斑的发生多责之于肝、脾、
肾，以气血不能上荣于面为病机；而西医
多认为与体内激素调节、日光照射、化妆
品使用不当、精神因素、遗传等相关。

防晒是最佳预防手段

“超皮秒激光治疗可以帮助我们逐
步淡化皮肤色素，但黄褐斑受多种因素
影响，容易复发，要注意身体机能的综
合调理，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黄褐斑的再
次出现。”林飞燕提到，在门诊中，她接
触到大量色素性疾病患者，尤其是中老
年患者，由于日常没有防晒意识，面部
色素沉着、皮肤光老化等问题严重。

林飞燕认为，对于大多数市民而
言，防晒是预防、缓解长斑最有效、最经
济的途径。“就算来医院做激光祛斑，也
要有至少一个月的严格防晒。”

激光治疗会不会对皮肤有害？做
激光会不会使面部角质层变薄呢？林
飞燕表示，皮肤有很好的自我修复能
力，市民可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选
择安全有效和合适自己的祛斑方法，拒
做“斑主任”。

治斑先防晒
拒当“斑主任”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实习生 邓欣

时下，在各种社交软件平台上，“吃播”成为一种流行。“吃播”就是网络主
播直播吃饭以此来吸引观众。为吸引粉丝，主播常常面对一锅滚烫的食物，大
快朵颐，这样的镜头，勾起了众多网友的食欲。海南省肿瘤医院专家却表示，
“吃播”有巨大危害，面临患癌风险。

今年刚40岁的符先生是位农
民工，刚在海南省肿瘤医院胃食管
肿瘤科接受食管癌手术。医生在
查找病因时，发现他因长期在工地
打工，菜一上桌就狼吞虎咽，吃饭
很快。

海南省肿瘤医院胃食管肿瘤
科主任涂瑞沙表示，网络上的“吃
播”们为追求直播效果，不仅食用
滚烫食物，更是囫囵吞枣，没充分
咀嚼就快速吞咽。这样对食管会

造成直接物理刺激，使食管黏膜遭
受机械性损伤，引起黏膜坏死，形
成慢性炎症及黏膜上皮增生，增加
了对化学致癌物的敏感性。

涂瑞沙介绍，食管癌是一种常
见的消化道癌症。全世界每年约
有30万例新发病例，其中60%在
我国。科学证明，平常饮食“烫、
硬、粗、快”的方式，是诱发食管癌
的主要因素之一。

涂瑞沙表示，在我国食管癌高发

区，许多居民和食管癌患者都有吃烫
食的习惯。研究者测量了高发区居
民进食时碗内食物的温度，发现一般
高达70℃－80℃，最高为88℃。动
物实验结果表明，75℃热水灌饲，即
会引发上皮细胞变性、黏膜炎症，导
致细胞核酸代谢受影响。长期反复
的热刺激，可促使食管发生癌变。另
外，大口吞咽未经充分咀嚼的食物，
粗糙的食物摩擦，会损伤食管黏膜，
也会增加癌变风险。

风险一：易患口腔癌

海南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主
任钱永曾收治过一位年轻的口腔
癌患者。

“口腔癌多见于中老年男性，且
大都由于口腔卫生差或吸烟、饮酒
等引发。而这名患者是年仅21岁
的在校女大学生，口腔卫生良好，无

吸烟等不良习惯，也没有肿瘤家族
病史。”钱永经过仔细询问发现，这
名患者从小就“不怕烫”，特别喜欢
吃滚烫的食物，同学们都称她为“奇
人”。过热的食物会对口腔黏膜造
成损伤，最终导致口腔癌的发生。

“进一步检查发现，患者的口腔黏膜

几乎都烫坏了。”钱永遗憾地说。
钱永表示，临床发现，因为长

期吃滚烫或刺激食物，导致口腔癌
的患者不在少数，“有些主播为了
出效果，专吃滚烫或刺激食物，长
此以往，极易损伤口腔粘膜，引发
癌变风险。”

风险二：当心食管癌

过烫食物不要着急
入嘴。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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