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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媒体报道称!台中一名蔡
姓女子买活虾犒劳家里人!没想到在
烹饪过程中右小腿不慎被活虾刺了
一下" 因为伤口很小!蔡女士并不在
意!仅作简单消毒" 没想到活虾所带
的海洋弧菌竟乘虚而入!令其伤口感
染#创面持续扩大!造成坏死性筋膜
炎!即使医生为其施行了右腿截肢手
术仍未见好转! 最后引起败血性休
克!于日前不治而亡"

据浙江媒体报道!浙大附属第一
医院感染科和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室曾接诊过海洋弧菌感染病例!

甚至有$%岁小伙染病后拒绝截肢!病
情急剧恶化!最后抢救无效死亡"

据专家介绍!海洋弧菌广泛存活
在海水和海产品中"人们通过食用未
煮熟的海鲜或是伤口暴露在海水中
都可能染上海洋弧菌" 事实上!海洋
弧菌并非直接的$夺命杀手%!真正致
命的是感染扩散后所诱发的脓毒性
败血症" 其实!伤口无论大小都可能
感染上各种病菌!因此!专家提醒人
们日常千万别不把小伤口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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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急诊科
主任蔡学全教授介绍!海洋弧菌是一

种生活在海洋中的细菌"人若食用了
被海洋弧菌污染的海鲜!可能会罹患
肠胃炎&身上有伤口的人如果暴露在
含有这种细菌的海水中!创伤弧菌便
会在伤口上繁殖!可能引发溃烂甚至
导致组织坏死"

$这也因人而异" %蔡学全称!一
般健康人血液中有多种抗体和免疫
细胞!如果免疫功能正常!对病菌能
起到有力的抵抗作用! 基本问题不
大" 如果受感染者免疫功能低下!血
液便成了病菌最佳的$培养基%!其繁
殖速度相当惊人! 若出现这种情况!

病菌对人体的伤害自然不言而喻"

$不过!这只是比较罕见的特例!

根本无需恐慌!更不应过度放大海洋
弧菌的危险性" %蔡学全说!人们在捕
捞#处理海鲜!如刮鱼鳞#剖生蚝#剥
生虾时&都有可能被扎到#接触到海洋
弧菌"如果被海虾#海鱼一扎到!染上
海洋弧菌就会致命!这么多年估计沿
海很多医院的急诊科都会积累有不
少病例" 可事实并非如此"

$无论是台湾所报道的蔡姓女子
还是大陆$%岁的小伙!他们的生命并
不是直接被海洋弧菌夺走的" %蔡学
全解释称!真正致命的是受感染后未
能及时控制! 诱发了脓毒性败血症!

造成感染性休克!全身多器官功能衰

竭而不治"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局限
于海洋弧菌! 无论是哪种病菌感染!

抵抗力下降!控制不力都有可能诱发
致命的败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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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新闻倒是给大家提了个
醒!平常别不把小伤口当回事" %蔡学
全指出!多数情况下!如果伤口小而
深#又没怎么流血!很多人会以为伤
得很轻!可能不太当回事!岂不知小
伤口也能诱大病"小而深的伤口跟大
创面#开放性的大伤口所发生的有氧
感染不太一样! 容易有厌氧菌感染!

其隐蔽性更高!受伤者的警惕性相对
更低"

$被生猛的海虾#海鱼扎到!或是
在海边漫步被贝壳碎片刺伤! 或是不
小心被小钉子扎伤! 都可能留下小而
深的伤口" %蔡学全称!这类伤口创面
不大!但容易出现包括破伤风#气性坏
疽# 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在内的厌氧菌
感染!如果处理不及时!确实可能带来
危险" 特别是有基础病的患者或是免
疫力低下的人群!如肝硬化#糖尿病#

长期服用激素治疗患者! 哪怕受感染
的伤口很小! 病菌的杀伤力也不可小
觑!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从局部迅速

扩散到体内!使病情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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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碰伤或是被尖锐的东西刺
伤!只要有伤口!无论大小都可能感
染上各种病菌" 一旦出现小伤口!该
如何及时防治#避免小伤变大病' 蔡
学全支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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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锻炼
可增加饱腹感

巴西科学家发现! 锻炼不仅可
以使身体消耗更多热量! 而且可以
增加饱腹感#控制食欲"

研究人员发现! 跑步等锻炼可
以使大脑$饱感细胞%活力更强!这
些细胞负责处理有关食物味道#进
食时间长短以及食物如何消化等信
息! 然后综合得出 $何时该停止进
食%的结论" 因此!经常坚持锻炼有
助于防止过量饮食#摄入过多热量!

进而防止肥胖及各种疾病"

研究者还发现! 吃太多的多脂
食物会致使大脑$饱感细胞%判断失
误!进而导致过量饮食!体重猛增"

研究人员表示!要想减肥!节食不是
最好的方式!坚持锻炼才是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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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走路
不易患糖尿病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在患
糖尿病风险高#锻炼少的人群中!每
天尽可能多走路的人出现血糖失调
问题的几率会比较低"

研究人员请$'()多人佩戴了一
周时间的计步器以计算他们通常每
天走多少步路" 专家建议每人每天
应该走路不少于$万步" 分析结果显
示! 在每天步行不足*+))步的人群
中!约有$,-的人患上糖尿病!而在
每天步行超过*+))步的人群中!有
$.-患上了糖尿病"

在考虑年龄# 吸烟情况以及其
他糖尿病风险因素后! 研究人员认
为!和走路最少的人相比!走路最多
的人患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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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
有助患癌者康复

有研究称! 癌症患者如果参加
合唱团!可以改善精神状况!生活质
量也得以提升! 对病情的康复也有
帮助"

英国加的夫大学的研究人员请
*)名经历过治疗仍然存活的癌症患
者参加了合唱团! 并对他们的精神
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在*个月的合
唱活动以后! 再次对他们进行了相
关调查" 结果显示!这些癌症患者的
精神状况明显改善! 普遍感到自己
更有活力! 焦虑和抑郁等指标都有
所下降"

一些癌症患者接受研究人员访
问时表示! 参加合唱团能够让自己
感到与一群人在一起有共同的目
标!并且能够专注于自己的表现!从
中获得一种成就感" 总的来说!这种
精神状态的变化提升了他们的生活
质量! 研究人员认为这对患者的康
复有帮助"

研究人员说! 这些结果显示参
加合唱团对于癌症患者康复具有积
极的效果! 他们认为这种效果不一
定只局限于癌症患者群体! 在其他
一些慢性病患者群体中也可以尝试
推广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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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跟鞋一向是都市丽人的宠
儿! 但高跟鞋带来的足病隐患却成
为爱美之人的盲区" 据广州医学院
第五附属医院骨科主任钟伟斌介
绍!在门诊病人中!几乎有一半的足
踝问题来源于不恰当的穿鞋习惯"

钟伟斌介绍!长期穿$绝对海
拔%的高跟鞋!疼痛是第一个重要
的信号"这种酸痛其实就是一种警
告性刺激!它提醒主人!接下来的
伤害是可以避免的! 倘若继续坚
持!轻则会磨出水泡!进而长出鸡
眼!重则会导致拇趾外翻!最终影
响足弓的稳定性"

究竟多高的鞋跟才算是合适
的高度'钟伟斌说!研究表明!鞋跟

在*厘米左右对身体有益无害!超
过/厘米!脚踝和膝盖负担增大!小
腿及腰背易疲劳! 超过$)厘米!站
立#行走!脚#脚踝#小腿#腰椎和颈
部会因人体力线欠稳定倍感不适"

钟伟斌说!人们常说的拇趾外
翻与穿高跟鞋有直接的关系"当后
跟抬高时!前脚掌就要负担全身的
重量! 而高跟鞋前部普遍比较狭
窄! 行走时全身重量落在足部前
端!脚趾会因身体重量压迫逐渐变
形!就会造成拇趾外翻的现象"

穿着高跟鞋行走时!由于膝关
节和踝关节的活动度受到一定影响
和受力不均匀! 比穿平底鞋更易发
生踝关节扭伤! 崴脚会造成踝关节

韧带松弛! 多次之后容易引起踝关
节患创伤性关节炎"同时!穿高跟鞋
对腰椎的损害更为严重! 只是这种
损害的发生和发展比较缓慢" 更重
要的是! 由于穿高跟鞋子宫长期前
倾!盆腔充血!易发生盆腔炎!有的
甚至还会导致不孕不育和宫外孕"

钟伟斌为高跟鞋的忠实拥趸
支招( 自助按摩理疗舒筋活血!有
助于减缓足部疲劳" 此外!可做跟
腱牵拉舒缓保健操( 坐在椅子上!

双腿分开!脚平放地面!脚跟提起
至极限五秒钟!然后还原至脚尖翘
起来五秒钟!感觉到跟腱循序渐进
地被拉伸!重复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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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全身用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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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还是眼睛局部点眼药水!

都有可能对眼睛造成影响"临床观
察发现!滥用以下药物可导致药源
性眼病!或造成眼睛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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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胺丁醇#异烟肼是常用的抗
结核药物" 临床研究发现!某些服
用这些药物的患者! 可出现视朦!

视力下降!眼底#视野及色斑异常
等!严重者可出现中毒性球后视神
经炎! 表现为双眼视力严重下降!

仅有光感!甚至致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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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引起眼部的不良反应主
要表现为幻视#一过性视力障碍"

氯霉素可引起视神经炎#幻
视!如果连续使用$个月!将出现中
毒性弱视#视神经萎缩等" 有过敏

史的!还会导致过敏性结膜炎"

链霉素除发生急性中毒性弱
视外!还可引起突发性球后神经炎
或渐进性视神经萎缩等"

四环素可引起暂时性近视#复
视#眼球运动障碍#视乳头水肿"

磺胺类主要表现为结膜炎#视
网膜炎#视神经炎等"

多黏菌素引起的眼部不良反
应主要是复视#眼球震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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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用激素可引起眼压升
高而导致青光眼!也可使眼睛里面
透明的晶状体浑浊而引起白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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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氯丙嗪"氯丙嗪是精神
科主要用药!长期大量应用可导致
晶体浑浊! 引起中毒性视网膜病
变! 如出现类似色素性视网膜炎#

视力减退#视野缺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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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眼药水当成$润眼剂%"常
用的眼药水里面大都含有防腐剂!

眼睛常年被其冲刷!会严重损害角
膜"眼科门诊常见一些病人常年点
眼药水!眼病却不见好!结果一停
药却好了!就是这个道理"

这其中!抗生素眼药水和激素
类眼药水则伤眼更甚!切不可滥用"

激素类眼药水具有抗炎#抗过敏和
免疫抑制等作用" 常见的含激素眼
药水主要有地塞米松#曲安奈德#氟
米龙等" 这类眼药水开始用时能有
效缓解眼睛干涩#发红!但长期使用
就可能导致眼压增高!甚至引起视
神经损伤和视力下降!诱发激素性
青光眼!而青光眼造成的视功能损
伤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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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饮食
补充维生素B

常常觉得头昏脑胀# 心神不宁
吗'还是脾气暴躁#疲倦不已'原因有
很多!但$维生素!族不足%可能是最
普遍的现象" 美国一位知名的营养学
家说!现代人多数缺乏维生素!!因为
米饭面食在精制过程中!营养尽失"

人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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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直接转换成葡萄糖!是脑部
唯一需要的$燃料%" 但当维生素!$#

!.或烟碱酸不足时!就会形成焦葡萄
糖酸!堆积在体内!使得脑袋昏沉"

!族也有助于脑内化学物质的合
成!帮助神经组织传递讯息!让神经系
统正常运作" 所以当!族不足时!情绪
容易不稳定#脾气也会焦躁不安"更严
重时会出现脚气病#皮肤发炎或贫血"

但只要吃对了食物!就能有效改
善这些症状" 糙米和全谷类就是现代
人所舍弃的好食物" 它们含有丰富的
维生素!!但人们爱上白米饭后!谷物
浑身上下的营养素就被一层一层剥
掉了" 3碗糙米饭就能提供成人一天
所需的维生素!$!而白米饭一点都没
有" 全麦制品如麦片和全麦面包!也
含有丰富的!$与!/" 牛奶也是这样的
好食物! 牛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毫升的牛奶就可以提供成人一天
所需" 此外!牛奶中的脂肪与乳糖!能
帮助肠内的有益细菌合成维生素!"

营养师推荐以下简单的饮食原则!

让再忙的人都能轻松获得维生素!"

!%

º»¼M½¾¿ÀMÁÀ"9:

Â�ÃÄ¼ÅÆ,ÇÈD"ÉÊ\Ë"Ç

ÈDÌÍ,

&

Î"£ÏÐÑ¢Òh,&

"%

ÓÔMÏÐsÕ'Ö"2×Ø

ÙÚ�¹"<Û£Ü�Ý&

#%

º»½ÞM½Þß,à·Má

âãä¸&

$%

å×,æ¢çÑ¢èé&

&!"

ê

Âëæ¢çÑ¢ì©" íîzïðo

,×ñ"Ò"Û>?òó&ôõ£ö�

,Ø÷"øùú×ûü

"

!#IJK+&"

五类药使用不当可伤眼

一半足踝问题源于不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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