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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有话说

■■■■■ ■■■■■ ■■■■■

■ 本报记者 马珂

我国胃癌高发，但早期胃癌发
现率不到10%，大部分病人发现时
已中晚期，治疗效果大打折扣。“早
期胃癌，通过内镜下粘膜剥离术治
疗，5年以上生存率可以达到95%
以上；而如果是晚期胃癌，5年以
上的生存率不超过5%。”海南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镜科主任
杨维忠介绍说。

“大家对胃癌筛查还不够重
视，而且胃癌早期没有什么症状。”
杨维忠称，早期胃癌即使有症状，
也与一般的胃炎、胃溃疡等普通胃
病的症状相似，如恶心、呕吐、反酸
等。

杨维忠称，胃癌的早期表现非
常隐秘，最先可能仅有胃黏膜的颜
色发生了一点变化，目前的CT、彩
超等技术无法捕捉到如此细小的
变化，而胃镜结合肉眼观察与病理
学分析可以对早期胃癌、癌前病变
做出准确判断。

不少胃病患者是“畏镜一族”，
胃痛许久，就是不愿意去做一个胃
镜，想着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代

替。“现在呼气试验其实可以作为
胃癌检查最前置的一关。”杨维忠
表示，很多胃病发病都与幽门螺杆
菌有关，“呼气试验”是检查者口服
带标记的尿素胶囊后，如果胃中有
幽门螺杆菌，其产生的尿素酶会将
被标记的尿素分解为二氧化碳和
氨气，尿素中被标记的碳原子移至
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经血液循环从
肺排出体外，将排出的二氧化碳收
集（吹气或呼气）。通过特定的仪
器测量来自幽门螺杆菌分解产生
的二氧化碳含量高低，即可判断胃
内有无感染幽门螺杆菌。

胃癌患病高发人群有哪些？

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螺旋杆

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呈正相关性，感
染幽门螺旋杆菌的人群发生胃癌
的危险性是未感染人群的好几倍。

遗传因素：有胃癌家族史，罹患
胃癌可能性比普通人高2-3倍不
等，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也应重视。

饮食、生活习惯：长期吸烟、高
盐饮食、常常吃腌熏煎烤炸食品、剩
饭剩菜霉变食物等也与胃癌发生密
切相关。还有吸烟，不仅限于胃癌，
还增加其他恶性肿瘤发生的风险。

男性：男性发病率是女性的两
倍。

年龄：大约75%的胃癌患者年
龄在50岁以上，建议以40-45岁
为胃癌筛查的起始年龄，如果有上
述高危因素可提前筛查。

有肿瘤家族史：在两三代的亲
属中，有得过消化系统肿瘤或者其
他肿瘤，这类人群要从30-35岁开
始检查。

慢性胃病：有胃溃疡、慢性萎
缩性胃炎、慢性胃炎、幽门螺杆菌
感染等慢性胃病。

不良嗜好：长期吸烟、饮酒，特
别爱吃烫食、腌制和烧烤食物、高
盐食物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

流感和普通感冒有何区别？

省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预防
控制室主任邱丽介绍，普通感冒常
常是由于受凉或鼻病毒、冠状病
毒、细菌等病原引起的呼吸道疾
病，传染性不强，季节性不明显，不
发热或轻、中度热,无寒颤，发热持
续1～2天，全身症状较轻，少见并
发症。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其
近距离呼吸道飞沫传播，也可以通
过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
间接接触传播，在人群聚集的场所
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传染性强，
有明显季节性（我省近年一般是11
月～来年3月,个别年份持续至来
年7月），多高热，可伴寒颤，发热
持续 3～5天，全身症状重，有头
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可合并
并发症。

流感≠普通感冒，别再傻傻分不清

识流感 防流感 治流感
■ 本报记者 马珂 通讯员 许珂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人们的饮
食越发精细，加上儿童的饮食习惯，大
多是吃含糖类食物而粗纤维食物比较
少，食物残渣越发容易附着在乳牙上，
导致儿童患蛀牙的概率急剧增大。预
防蛀牙，家长可以为孩子做以下两项
预防措施：

窝沟封闭 窝沟封闭，顾名思
义就是将牙面上的深窝沟用树脂
或玻璃离子类材料封闭起来，防止
细菌及其酸性代谢产物进入到窝
沟内引起龋坏的一种龋病预防措
施。是一种无痛、无创伤的方法，
该技术在国际上已有50多年的使
用历史。

六龄齿萌出阶段一般在4-12岁
期间，儿童可在这个年龄段六龄牙萌
出后通过窝沟封闭手段，预防龋齿保
护牙齿，但已发生龋坏的牙齿再做窝

沟封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家
长要正确认识窝沟封闭，注意孩子日
常口腔保健，保持口腔卫生，适时做
好窝沟封闭，定期检查。

涂氟 通过科学论证，氟化物能
够有效地预防蛀牙。涂氟是指医生
在每一颗牙齿表面涂上一定浓度的
氟化物，相当于给牙齿涂了一层保护
膜。儿童涂氟对孩子刚萌出的牙齿
加强钙化，使它们变得坚固，可预防
牙齿发生不完全钙化。另外，很多孩
子对冷、热、酸产生敏感，涂氟后可防
止牙本质发生敏感。

窝沟封闭和涂氟虽然都是预防
蛀牙的最佳手段，但是日常刷牙的
好习惯更为重要。家长们一定要树
立良好的口腔保健意识，多关注孩
子的牙齿健康，做到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

呼气试验+胃镜可早筛胃癌这样做，让孩子远离蛀牙！

一转眼寒风起，天气渐凉，流感高发季又将到来。
“我孩子先感冒，然后一家人都跟着感冒。”近期，海口市民刘

女士和单位同事聊天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流感”。这种一个人感
冒，全家被“撂倒”的情况，在流感高发季比较常见。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省疾控中心以及海南省妇女儿童医
学中心专家，教您如何防治流感。 预防流感小妙招

●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咳
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毛巾等遮住
口鼻。

●勤洗手，尽量避免触摸眼睛、
鼻或口。

●确保环境清洁卫生，保持室内
空气流通。

●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
息等。

●避免近距离接触流感样症状
患者，流感流行季节，尽量避免去
人群聚集、通风性差的场所。

●出现流感样症状（发热、咳嗽、
咽痛等）后，患者应居家隔离观察，
不带病上班、上课；接触家庭成员
时戴口罩，减少疾病传播。患者密
切关注病情变化，一旦病情加重，
要及时就医，就诊时患者及陪护人
员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学校等集体单位要落实晨检、
因病缺勤登记制度，做好日常环境
卫生消毒工作，发现流感样病例异
常增多要及时报告当地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和教育行政部门。

得了流感怎么办？

吴守业介绍，如果不小心
患了流感，最好要到医院就诊，
使用对应有效的抗病毒药，而
且应该在出现症状 48 小时内
尽早用药。对于普通感冒者来
说，目前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
物可以直接杀死病毒，只能依
靠人体免疫系统，对病毒产生
特异性免疫。因此感冒期间应
该特别注意休息、多喝水、少吃
辛辣的食物。

吴守业提醒，流感对于健康
成人，一般只是发热、全身疼痛、
显著乏力和轻度呼吸道症状，大
部分不经治疗也可自行痊愈。
但对于抵抗力差的婴幼儿、老年
人和存在心肺基础疾病的患者，
容易并发呼吸衰竭、急性坏死性
脑病、脓毒性休克、多脏器功能
不全等严重并发症。

预防流感的有效手段是什么？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
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显著降低接种
者罹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
险。流感病毒易发生变异，疫苗接
种的免疫力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减
弱，因此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指南
(2019-2020年版)》推荐以下人群优
先接种疫苗：（1）6-23月龄的婴幼
儿；（2）2-5岁儿童；（3）60岁及以上
老年人；（4）特定慢性病患者；（5）医
务人员；（6）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
成员和看护人员；（7）孕妇或准备在
流感季节怀孕的女性。

对于孕妇是否可以接种流感疫
苗，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感染
科主治医师吴守业表示，孕妇在孕
期的任一阶段均可接种流感疫苗，
而孕妇如果患了流感，也可以吃药
治疗。

哪些人容易得流感?

邱丽介绍，流感对人群普遍易
感。重症流感主要发生在老年人、
年幼儿童、孕产妇或有慢性基础疾
病者等高危人群，亦可发生在一般
人群。

下列人群感染流感病毒，较易
发展为重症病例。

（1）年龄＜5岁的儿童（年龄
＜2 岁更易发生严重并发症）；

（2）年龄≥65岁的老年人；
（3）伴有以下疾病或状况者：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
病（高血压除外）、肾病、肝病、血液
系统疾病、神经系统及神经肌肉疾
病、代谢及内分泌系统疾病、恶性
肿瘤、免疫功能抑制等；

（4）肥胖者[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大 于 30，
BMI=体重(kg)/身高 (m)2]；

（5）妊娠及围产期妇女。

自我药疗：如何正确使用药物？

■■■■■ ■■■■■ ■■■■■

（1）选用非处方药首先要对症
购药之前应根据疾病的症状，结

合自己掌握的医药知识，对疾病作出
明确判断，也可向销售药品的专业人
员咨询，以便准确选择药品。对于无
法自我判断的疾病，则应及时到医院
就诊。

（2）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正规的药品说明书包括批准文

号、药品名称、主要成分、药理作用与
适应证、用法用量及不良反应、禁忌
证等项内容，可将其与自己的病症相
对照，确认适用后方可使用，以免用

错药。
（3）掌握正确的用法与用量
应遵照药品说明书，结合自己的

性别、年龄、体重等因素，掌握用法、
用量、次数、疗程，不可随意滥用。

（4）正确对待药品不良反应
任何药物都有不良反应，非处方

药物虽然较为安全，但也是相对而言
的。用药过程中如果出现不良反应，
应立即停药就医。

（5）注意用药的时间和疗效
如止咳药、止痛药、解热药、胃肠

药等药物如果服用了3～5天症状没

有明显改善，就必须上医院检查，以
免耽误治疗。

（6）不要轻信偏方、秘方
有一些患者认为“祖传秘方”“偏

方”是灵丹妙药，能药到病除便盲目
服用，这是很危险的。首先所谓的

“秘方”“偏方”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有的是“游医”杜撰的，有的以讹传
讹，错误百出，如果按“秘方”“偏方”
去治病，后患无穷。二是一些偏方或
许真有效，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以它们治病，成功率往往少于危险
性。

专题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用药安全月宣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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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医师开具适宜您的处

方，您应主动向医师提供一下情

况：用药史、药物过敏史。就诊前

是否用过药物及药物的疗效和不

良反应等。有助于医师为您合理

选药。

是否患有其他疾病，尤其是

肝、肾疾病。因为肝、肾功能不

好，对选药和用药均有影响。对

其他疾病，如患有良性前列腺增

生，要避免选可致尿潴留或致排

尿困难的药物。

正在使用哪些药品。避免重

复用药或引起不良的相互作用，

致使降低疗效或增强毒副作用。

如果是女性患者，说明是否

正处于生理特殊时期，如已怀孕

或计划怀孕，或正在哺乳。医师

会选择对孕妇、胎儿或乳儿无影

响的药品。

讲明所从事的职业。对于特

殊职业的患者需要更换用药方

案。最常见的是司机、高空作业

人员等，不能选用可致嗜睡、眩

晕、幻觉或视力模糊、辨色困难的

药品。

认真听取医师的诊断结论

和用药介绍。医师根据您的疾

病介绍和所提供的情况，并结合

自己的从医经验，为您确定治疗

方案，选择适宜的药品、用法和

剂量，可能与药品说明书有不一

致之处，但是对您的疾病治疗是

适宜的，您应按医师的意见办。

这即是平常所说的“遵照医嘱用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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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药疗是在没有医生或其他医务工作者指导的情况下，恰当地使用非处方药物，用以缓解轻
度的、短期的症状及不适，或者用以治疗轻微的疾病。由此可见，自我药疗是自我保健的一项重要
内容和方式。

为了正确运用自我药疗，进行自我药疗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网售美牙仪隐患多
购买要谨慎

如今，口腔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不
少人选择在网上购买各种牙齿美白的工具，在家美
白牙齿。有些商家声称，只要在牙齿上涂一层凝胶
并戴上泛蓝光的美牙仪，就能让牙齿变白。

事实上，网上售卖的美牙仪隐患很多，购买要谨
慎。网上售卖的美牙仪在使用时虽和医院的冷光美
白同理，是将美白剂涂抹在牙齿上，在美白仪器发出
的冷光（蓝光）照射下，使过氧化物与牙齿表面及深
层的色素快速产生氧化还原反应，达到美白牙齿的
效果。但由于网上卖的美牙仪产品缺乏监管，美白
剂的成分和浓度得不到保证，再加上非专业的操作，
会对牙齿和牙龈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临床上进行牙齿冷光美白，美白剂一般采用过
氧化氢和过氧化脲，其浓度和用量有严格要求。而
一般家用的美白贴或者美白凝胶使用10%的过氧
化脲，挥发之后会变成约6%的过氧化氢，与单纯使
用过氧化氢相比更加安全稳定，造成牙齿敏感性的
概率更小。但是，网上卖的冷光美白剂一般为非医
用的美白剂，成分是过氧化氢，而且浓度得不到保
证。浓度过低，美白效果不佳，保持的时间也会短；
而如果浓度过高，牙釉质被腐蚀掉后，牙齿看起来会
变白，但牙齿也会变得敏感脆弱，出现牙痛等症状。

在接诊中，就有不少因私自用美牙仪后牙齿酸痛难

忍的患者。

另外，专业医生在冷光美白操作前会进行一系

列的防护措施。因为美白剂中的成分（过氧化氢）对

牙龈有一定的伤害，在操作前医生会先用开口器将

消费者嘴巴撑开，让牙面隔离唾液，避免美白剂沾到

牙龈上，再将口腔黏膜保护起来，在牙龈上涂抹保护

剂，避免造成伤害。网上卖的很多美牙仪只有美白

凝胶，没有保护牙龈的涂料，操作步骤也简单不少，

如此，会导致美白剂沾到牙龈上，对口腔软组织和牙

龈造成伤害，严重时可能会造成牙龈萎缩。

供稿：海南口腔医院修复科副主任 曹香林

医生原创科普文章投稿邮箱：
110796597@qq.com

冬季护肤
皮肤科专家来支招

■ 本报记者 侯赛

缺水、干燥、起皮、小细纹……一到冬季，很多女

生的皮肤状态会变得很差，更令人心烦的是，脸上卡

粉、起皮。要想在冬季远离干燥，从护肤品的选择、

护肤的步骤到水温的控制都有讲究。冬季如何更好

地护肤，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医学美容科主任

王燕为大家支招。

王燕表示，干性皮肤在冬季很容易起皮干燥，缺

水，严重的话还容易过敏，时间长了就会长一些小细

纹，所以做好保湿工作非常重要。

1.使用洗面奶洁面部。最好用温水洗脸，因为

温水能够更好地将脸上的脏东西清理干净。

2.使用爽肤水。不少洗面奶会使面部的皮肤紧

绷，这时拍上适量的爽肤水，会使紧绷的皮肤得到有

效缓解，爽肤水会有补充皮肤水分的作用。

3.使用精华液，可以起到修复以及强力补水的

作用。

4.使用乳液。冬季可外用油脂含量高且滋润

型的乳液使用，可以加强保湿的力度，使皮肤更好

地锁住内部水分，皮肤水分保持平衡不容易出现敏

感肌肤，擦上粉底后也不会出现卡粉及起皮现象。

用什么样的水温洗脸最好？

1.洁面时水温以30℃为宜
2.洁面后用冷水洗脸
3.油性皮肤的人不宜用冷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