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
里10
大
致
病
炸
弹

门
垫
最
脏

病菌无处不在，99%
的病菌不会对人体构成
伤害，但其余1%的病菌却
令人十分烦恼，它们能够
导致从普通感冒到致命
感染等多种病症。近日，
美国《预防》杂志刊文，盘
点了病菌最喜欢聚集的
地点，帮你躲过这些致病
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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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4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刘师
傅因痔疮加重，严重影响工作生活。
他感觉不但便时带血、有肿物脱出，
平时连坐都坐不住，甚至躺着都疼，
立即到省级肛肠病专科医院——海
南杏林肛肠医院进行诊治。

痔疮偏爱“重口味”人群

经接诊医生了解病史，刘师傅特
别爱吃火锅和湘菜。一个多月前，刘
师傅偶尔发现便血，以为是上火了，
并没有太在意。最近几天，刘师傅感
觉肛门似乎有异物，火辣辣的疼，到
最后没办法出车的他只能请假去检
查。经医生检查，刘师傅被诊断为痔
疮，直肠黏膜糜出血。

“像刘师傅这样爱吃辛辣和喜好

烟酒的人患痔疮越来越多，几乎占了
门诊的一半左右。”肖建林主任说，面
对“重口味”美食的诱惑，一些人管不
住嘴，吃出来的快感也让肠胃很受
伤。这是因为长期饮酒、过多食用辛
辣食品和高脂、高热食物，很容易“上
火”，热破血行容易引发痔疮出血。
久坐也会使肠蠕动减慢，形成痔疮。

多数患者
因便血混淆痔疮、肠癌

“便血不就是痔疮吗？还有可能
是直肠恶性肿瘤吗？”肖建林指出，这
是他出门诊时常常听到的患者的疑
问。

“便血莫当痔疮，80%的直肠恶
性肿瘤症状也表现为便血。”肖建林

解释说，因为直肠肿瘤便血、肛门坠
涨等症状与痔疮十分相似，临床上，
80%的大肠恶性肿瘤患者初期被误
诊为痔疮，一旦忽视便血，直接后果
很可能是丧失生命。

其实，要想搞清便血是痔疮引起
的，还是其他肛肠疾病引起的，做个
肛肠指诊或无痛电子肛肠镜即可。
肖建林说，指诊检查可及早发现肛门
直肠的早期病变，但是仅凭医生的感
觉及经验来判断病症，容易造成漏
诊、误诊等问题。而无痛电子肛门镜
检查集检查和治疗为一体，医患双方
清晰、准确、直观的了解病情，避免误
诊、误治，从而为临床治疗提供可靠
依据。可对肛肠内部深层病灶部位
进行图像采集、实时诊断，打破传统
肛镜检查和肛门指诊容易误诊的弊

端。

痔疮发作早治疗早安心

“得痔疮一定要动手术吗？有没
有保守治疗的好办法？”这也是许多
市民关注的问题。

肖建林表示，许多痔疮患者患病
后心态比较矛盾，一方面，不希望别
人知道自己患有痔疮，经常对病情采
取回避态度，不愿意多说；另一方面，
不愿意看医生，担心治起来麻烦，又
怕治不好。于是，不少人就想出自己
买点药涂抹的方法，或是看了医生也
不听医嘱，想用其他方式治疗。事实
上，目前痔疮治疗已从传统的注射、
手术、激光、射频等方式方法逐步发
展到微创技术。据临床统计显示，经

过综合优势对比，患者多倾向于选择
HCPT微创术、PPH术等进行治疗。
很多患者做完手术都能比较快的康
复，治疗后患者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
高，真正实现了微创、时间短、对工作
生活影响小，特别受到广大白领人士
和中老年患者的青睐。

受访专家：海南杏林肛肠医院肛
肠科副主任医师肖建林

不按时吃饭会伤胃，嗜食辛
辣会刺激胃，压力大时胃也会不
舒服。据统计显示，我国部分地
区胃病发病率较6年前足足翻了
两番，并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患
者是上班族。

实际上，胃病的发作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生、冷、硬、酸、辣等
刺激性食物进入胃内后，会直接
影响胃的工作，加之患者的新陈
代谢、内分泌的不规律，导致胃黏
液分泌不足，胃失去保护，浅表性
胃炎、糜烂性胃炎、急慢性胃炎的
发病率大大增加。胃病往往是因
为忽视造成的。

胃有4怕：
“冷、晚、多、坐”

冷：胃、十二指肠溃疡发病有
季节性，秋冬和冬春交替都是高
发期，寒冷的冬季尤其要注意养
胃。胃痛、腹部不适，消化能力降
低，这时进食生冷食物就会引起
或加重胃部不舒服的症状。

晚：食物从胃排空、进入小肠
消化大约需要两小时，晚饭吃得
太晚会导致胃肠道没有时间消
化，从而使消化功能出现异常。

多：吃得太多会导致胃酸、胰
液、胆汁等消化液分泌增加，超出
分泌能力，可能会导致胆管胰管
等相对狭窄、梗阻，造成消化功能
紊乱。

坐：刚吃完饭不适合马上坐
下埋头工作，因为胃肠的消化需
要有足够的血液保障，如吃完饭
就工作，血液供给大脑，胃肠得不
到消化所需的循环血量，非常影
响消化功能。

俗话说“一根葱，十分钟”，很
多男人认为吃大葱能够具有强大
的壮阳效果。实际上，大葱确实
具有解热、通阳、防癌的功效，但
是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奇。

壮阳补阴 大葱中的各种维
生素能保证人体激素正常分泌，
还能有效刺激性欲，从而“壮阳补
阴”。

解毒调味 大葱味辛，性微
温，具有发表通阳、解毒调味的作
用。主要用于风寒感冒、阴寒腹
痛、恶寒发热、头痛鼻塞、乳汁不
通，二便不利等。大葱含有挥发
油，油中的主要成分为蒜素，又含
有二烯丙基硫醚、草酸钙。另外，
还含有脂肪、糖类，胡萝卜素等，
维生素B、C，烟酸，钙，镁，铁等成
分。

预防癌症 香葱所含的果胶，
可明显地减少结肠癌的发生，有
抗癌作用。葱内的蒜辣素也可以
抑制癌细胞的生长；葱还含有微
量元素硒，可降低胃液内的亚硝
酸盐含量，对预防胃癌及多种癌
症有一定作用。

增进食欲 生葱像洋葱一样，
含烯丙基硫醚，这种物质会刺激
胃液的分泌，且有助于食欲的增
进。与含维生素B1含量较多的
食物一起摄取时，会促进食物的
淀粉及糖质变为热量，可以恢复
疲劳。

舒张血管 大葱富含维生素
C，有舒张小血管，促进血液循环
的作用，可防止血压升高所致的
头晕，使大脑保持灵活，并预防老
年痴呆。大葱的挥发油和辣素，
能祛除腥膻等油腻厚味菜肴中的
异味，产生特殊香气，如果与蘑菇
同食还可以起到促进血液循环的
作用。

降胆固醇 大葱可降低坏胆
固醇的堆积，经常吃葱的人，即便
脂多体胖，其胆固醇并不增高，而
且体质强壮。葱叶部分比葱白部
分含有更多的维生素A、C及钙。
(39健康)

吃香喝辣，爽了嘴巴，痛了痔疮

海南杏林肛肠医院“春季除
痔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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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人群：有以下症状者
便血、脓血便、粘液便、肛门

瘙痒、肛门及肛周脓肿、肛门有异
物脱出、便后疼痛、黏膜脱垂、肛
门潮湿者、腹泻、便秘等。

吃好一根葱
可“壮阳补阴”

上班族易得胃病胃最怕的4类东西

门垫

一项研究发现，将近96%的鞋
底有大肠杆菌。专家表示，门附近
是家中最脏的区域之一，如果门垫
上病菌聚集，每次经过它进入家中
都会将病菌带进屋内。

除菌方法：每周使用除菌剂对
门垫进行消毒；尽量将鞋子放在门
外；不要在门垫上放包或食品杂货。

隔夜垃圾

厨房水槽有超过50万个细菌，
是卫生间平均细菌数的 1000 倍。
这是因为，水槽潮湿并经常积有垃
圾，若不及时清理，病菌就会在隐蔽
的缝隙里生长。这意味着碗碟、厨
房用品甚至双手等都可能被其污
染。同样，厨余垃圾如果不及时倒
掉也会滋生大量细菌。

除菌方法：至少每周用稀释后
的漂白剂对水槽进行清洗；厨余垃
圾当天倒掉。

水龙头

流水使得水龙头湿润，成为病
菌繁殖的理想之地。如果不小心用
脏手碰到了龙头或者龙头被食物污
染，病菌就会在龙头里大量繁殖，最
终会形成微生物膜附着在里面，微
生物膜会变大破裂，落到食物和碗
碟上，危害人身健康。

除菌方法：每周用稀释后的漂
白剂浸泡，然后让自来水流一段时
间再使用。

汽车仪表盘

温暖的仪表盘适于病菌生长。
当含有霉菌孢子和细菌的空气被吸
进车内后，通常会附着在上面。

除菌方法：经常使用消毒液对
车内进行擦拭，特别是在过敏季节，
更要注意车内卫生。

调料瓶

许多人在取用醋、酱油、番茄酱

等调料瓶前并不洗手，这样有可能
造成病菌交叉感染。

除菌方法：经常对调料瓶外表
面擦拭消毒；使用时尽量不要让调
料流到瓶身上。

吸尘器

吸尘器会吸进大量病菌和其喜
欢的“食物”，一项研究发现，13%的
吸尘器有大肠杆菌，这意味着每次
使用时都可能令其中的病菌四处扩
散。

除菌方法：在户外更换灰尘袋；
最好选用带防菌功能灰尘袋的吸尘
器；对没有灰尘袋的吸尘器，要使用
漂白剂定期清洗，并自然晾干。

洗碗布

研究发现，7%的洗碗布被金
黄色葡萄球菌污染，这是一种能引
起致命皮肤感染的超级病菌。洗
碗布还被认为是家中聚集大肠杆
菌和其他细菌最多的物品。人们
常常使用洗碗布来擦拭溅洒的食
物，而后不清洗就再次使用，这样
会传播病菌。

除菌方法：使用厨房纸巾擦干
碗碟；每周用热水和消毒剂清洗洗
碗布两次。

洗手液瓶

约25%的洗手液瓶身被粪便细
菌污染。专家表示，随着皂垢累积，
细菌也随之生长。

除菌方法：每次洗手最好在流
水下搓洗15~20秒。

冰箱密封圈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调查发现，
冰箱的密封圈检测出霉菌的几率为
83%。每次打开冰箱门时，这些霉
菌就会趁机传播。

除菌方法：至少每周使用稀释
的漂白剂或消毒剂对冰箱密封圈进
行清洗。

手机

手机携带大量病菌，包括能导
致皮肤感染的葡萄球菌，能引起眼
部感染的假单胞菌以及沙门氏菌。
手机外壳的缝隙也会为病菌生长提
供理想场所。

除菌方法：不要随意放置手机；
每周用除菌剂擦拭手机。

(生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