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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足癣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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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好的椅子需注意四个点 ：
背、 腰、 肘、 脚。 1.后背一定能
够靠住， 屁股不会滑出去； 2.腰
能顶住； 3.肘关节要有足够的支
撑 ， 扶手能撑住 ； 4.椅子别太
高， 脚能踩住， 借上力。 另外，
最好使用台式机 ， 不要 用 笔 记
本电脑 ， 因台式机能让视线与
电脑显示器上端平行， 可以更好
地保护脊椎。

太溪穴是肾经的原穴， 经常
刺激该穴， 可补肾填精， 生血活
血， 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为头发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 起
到美发、 固发的作用。 太溪穴位
于脚内踝后缘的凹陷当中， 可每
天用拇指揉按数次。

常按太溪穴缓解脱发

感冒后别戴隐形眼镜

许多抗感冒 、 止咳 和 止 痛
药物中 ， 都含有抑制眼泪的成
分， 这些成分可能减少泪液分泌
量， 使隐形眼镜在眼中的滋润环
境受到影响， 导致眼睛干燥， 视
力模糊， 影响佩戴的舒适感。 一
旦感冒， 最好将隐形眼睛换成框
架眼镜。

一项最新分析表明， 经常吃
油炸食品， 特别是炸鸡或炸鱼
的人 ， 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
的风险均显著升高。 油炸产生的
一种物质会使炎症反应增加， 且
油炸后食物中健康的不饱和脂肪
有所损失， 不健康的反式脂肪含
量却会增加， 这些都不利于心血
管健康。

防颈肩痛选对椅子

炸鸡炸鱼最伤心脏

小足癣也有大危害

一提到 “足癣”， 许多人的
反应都是： 小毛病而已。

的确， 足癣作为一种足部的
皮肤疾病 ， 听起来远远没有心
脏、 大脑、 动脉或其他脏器的疾
病那么吓人 。 很多人发现足癣
后 ， 要么自行去药店买点 “杀
菌” “止痒” 的药膏涂抹， 要么
干脆拖拖拉拉、 置之不理。

然而， 小小足癣也能引起大
的麻烦。 拖着不处理或以不当的
方法敷衍了事， 也许会引起始料
未及的严重后果。

近日， 广外医院外科收治了
一名丹毒的患者， 入院时发病已
超过一周， 体温超过39℃， 双下
肢严重肿胀， 且住院后曾一度因
感染 ， 致使生命体征极其不稳
定， 接近休克。

该名患者是位80多岁的老大
爷， 别看年龄大， 但据其描述，
平时 “身体倍儿棒， 吃嘛嘛香”，
连感冒都很少得， 而且耳不聋、
眼不花， 还是位摄影发烧友， 平
时爱跟几位老伙伴， 到户外去采
采风。 说也奇怪， 平时好好的身
体， 怎么说病就一下子这么严重
了呢。

经过院外科门诊医生仔细询
问后得知， 大爷有多年的足癣病
史， 平时好好坏坏， 也不当回事
儿， 经常厉害了就用两天药， 好
转了也就停止治疗。

医生分析， 患者足癣从主观
上没被重视， 多年来从未接受正
规治疗， 年纪较大， 外周血液循
环较差， 且经常外出采风， 走路
较多， 这才诱发了丹毒， 甚至差
点导致休克的严重后果。

眼球摘除竟也是足癣惹的祸

外科医师介绍， 足癣是一种
由真菌引起的疾病， 主要致病菌
为红色毛癣菌。 这种真菌生存能
力较强， 因此得了足癣， 就像埋
下了一颗潜伏的 “定时炸弹 ”，
说不准什么时候， 就会引起连锁
反应。

许多足癣患者， 都会出现手

癣、 股癣。 这是因为足癣导致强
烈的瘙痒， 在日常生活中， 患者
难免经常不自觉地挠痒， 使得致
病菌经由手的动作扩散到身体各
个部位。 这样一来， 不仅治疗更
加麻烦了， 患者也会遭受更多的
痛苦。

曾有报道： 一位男子因右眼
炎症入院接受治疗， 最后医生不
得不为他施行了 “眼内容物摘除
术”。 经过培养确认， 该病人所
患的是 “内源性真菌性眼内炎”，
而罪魁祸首， 竟然就是他十余年
的老足癣！

足癣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

外科主任张宇介绍， 老大爷
得的疾病叫丹毒， 又称急性网状
淋巴管炎， 是皮肤和黏膜网状淋
巴管的急性炎症感染， 常见于下
肢和面部。

丹毒的主要表现为境界清楚
的局限性红肿热痛， 与健康正常
的部位有明显的分界线。 下肢丹
毒的症状为小腿突然红肿， 并且
迅速扩大， 同时伴随患者畏寒、
发热症状。

在临床上， 丹毒具有炎症蔓
延迅速、 治疗困难、 极易复发等
特点。 病情严重者可出现化脓性
淋巴管炎、 脓毒血症及败血症等
并发症， 严重危害患者的生命健
康， 必须住院治疗。

引起丹毒的危险因素很多，
而足癣正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
足癣患者因为真菌感染， 引起角
质层损伤， 导致局部皮肤屏障作
用消失。 而皮肤屏障作用的缺失
正是继发下肢丹毒的重要因素：
细菌由皮肤破损处侵入， 引起下
肢网状淋巴管炎， 发展为丹毒。

可见， 足癣虽 “小”， 潜藏
的危险却一点儿也不小。 不过，
也不必担忧 ， 张宇主任提醒大
家， 只要到正规医院求诊， 并严
格遵照医嘱治疗， 治愈足癣是完
全可以的。 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
是用什么药， 都要严格遵医嘱使
用， 即使足癣症状好转后， 也不
要马上停用， 应该坚持用到医生
设置的疗程完成， 才能更彻底地
杀灭真菌。

北京佑安医院营养膳食
科医师班凌伟介绍， 老年肝
病朋友消化吸收功能减弱，
大多还伴有吞咽困难、 腹胀
等症状， 容易存在进食量不
足， 蛋白质、 能量营养不良
等相关问题， 那么饮食上有
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少量多餐 。 尤 其 建 议
睡 前 加 餐 ， 比 如 小 面
包 、 米粥等 。 切勿暴饮暴
食， 最好只吃七分饱， 一餐
摄入过多容易加重肝脏和胃
肠道负担。

饮食宜细软 。 如面片
汤 、 鸡 蛋羹 、 豆腐脑等 。
加工方式尽量精细， 以丝、
丁 、 沫 、 泥 、 汁的形式为
佳 ， 避免辛辣 、 过 烫 、 坚
硬带刺等刺激性食物。 食
用时请务必细嚼慢咽， 尤其
对于伴有消化道静脉曲张的
患者。

低脂饮食为佳。 少选择
肥肉、 肉皮、 奶油等， 避免
过多烹调油的使用。 少选择

腌制 、 酱制 、 油煎炸 、 熏
制、 烧烤等食物， 蒸、 煮、
炖、 汆的方式较好。

适量吃肉 。 富 含 优 质
蛋白质的食物包括肉 （海
产品 、 禽类 、 畜类 ） 、 蛋、
奶 、 大豆类 ， 搭配粮 食 共
同进食 ， 避免一次集中摄
入大量 ， 特别是肉类 ， 尤
其对于曾 有 过 高 氨 血 症 、
肝性脑病 、 肾功能异常的
患者 。

均衡搭配饮食。 食物品
种全面。 粮食作为基础， 搭
配肉、 蛋、 奶、 大豆类， 搭
配蔬菜共同进食。 水果可作
为加餐选择， 常温食用， 每
次不宜过多。

定期监测体重、 相关症
状和指标， 定期复查。 如果
有体重下降、 低蛋白血症、
贫血、 骨质疏松、 血糖血压
血脂异常等营养相关问题 ，
建议到医院营养门诊就诊，
医生会进行专业的营养评
估， 给出详细的营养建议。

万物复苏 脚趾头也蠢蠢欲动

□本报记者 陈曦

说起春季易发的皮肤病， 很多人最容易想到的是皮肤过敏。
其实， 春季万物复苏， 细菌、 真菌和病毒活跃， 虫咬性皮炎、 带
状疱疹、 水痘、 足癣等皮肤病都容易找上门。 尤其是足癣， 天气
暖和后， 人们足部出汗比较多， 潮湿温暖的环境有利于真菌的生
长。 所以， 春季也是足癣的高发季。

肝病患者最好只吃七分饱
□本报记者 唐诗

随着气温回暖， 孩子们
的户外活动逐渐增多， 最令
家长们头疼的要属增减衣服
不当所导致的着凉感冒。 那
么， 在乍暖还寒的季节如何
通过合理增加衣服避免宝宝
生病呢？

关注气温变化

乍暖还寒，昼夜温差大，
宝宝的身体很容易因为不适
应一冷一热的气温变化而导
致感冒或其他等疾病发生。

因此， 家长们在给宝宝
穿衣时要注意早晚气温低的
时候要增添衣服， 中午气温
高的时候适当脱一两件衣
服，“急脱急着， 胜似服药”，
可谓春季穿衣的根本原则。

“春捂”要有度

“捂”的程度应以自身感
觉温暖，又不出汗为宜，一般
我们可以通过孩子手心的温
度来判断， 若宝宝手心是温
的就比较合适， 手心凉容易
冻感冒，手心热容易上火。

切记不要给孩子里三层
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 穿的
太多既不利于宝宝的日常活
动， 又很容易导致宝宝活动

时出汗， 风一吹就感冒了。

要“捂”对地方

后背为一身阳气汇集的
地方， 也是最容易被寒邪入
侵的地方 ， 后背暖则心可
安。 腹部是阴经积聚的地
方 ， 腹部温度太低会导致
腹痛 、 腹泻等胃肠道疾病
的 出 现 。 寒 多 自 下 而起 ，
因此足部的保暖就显得格外
重要， 穿衣时要注意 “下厚
上薄”。

（郑娟）

春捂秋冻
怎么“捂”才不生病？

健康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