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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宗芸） 4月
17 日，吴江区一院将举行

“科学抗癌，预防先行”义诊
活动，有需要的居民可直接前
往门诊大厅参加。

今年4月 15日至4月 21
日是第25个“全国肿瘤防治
宣传周”。为了提高全社会癌
症防控意识，营造全民防癌抗
癌的良好氛围，吴江区一院肿
瘤内科医生组团开展义诊，为
有需要的居民提供咨询服务，
传播防癌抗癌的专业知识。

医院肿瘤内科专家提醒，
癌症发现越早，治疗效果越
好，生存时间越长，居民要关
注身体出现的危险信号，有以
下症状应及时到医院进行诊
治：

1.身体浅表部位出现的异

常肿块。
2.体表黑痣和疣等在短期

内色泽加深或迅速增大。
3.身体出现的异常感觉：

哽咽感、疼痛等。
4.皮肤或黏膜经久不愈的

溃疡。
5.持续性消化不良和食欲

减退。
6.大便习惯及性状改变或

带血。
7.持久性声音嘶哑，干

咳，痰中带血。
8.听力异常，鼻血，头痛。
9.阴道异常出血，特别是

接触性出血。
10.无痛性血尿，排尿不

畅。
11.不明原因的发热、乏

力、进行性体重减轻。

“科学抗癌，预防先行”
义诊17日举行

智能手环等可穿戴设备日
益流行，也给人们健身和生活
带来方便。然而，英国《每日
电讯报》近日一项最新调查发
现，智能手环带菌数量惊人。
皮肤专家告诫，此类产品出售
时应该向消费者提供健康警告
提示。

最新调查发现，如果时时
刻刻都佩戴智能手环，那么皮
肤表面细菌数量就会达到不戴
时的300倍。英国南曼彻斯特
大学医院皮肤病学家妮科尔·
张博士表示，虽然这些细菌可
能对皮肤无害，但长时间佩戴
智能手环等设备更容易擦伤皮
肤，导致细菌趁虚而入，轻则
瘙痒红肿，重则导致发炎脓

肿。如果一天中从不取下智能
手环并清洁消毒，手腕处就更
容易出现皮疹和疖子等问题。

英国皮肤病协会发言人、
皮肤病专家安贾丽·马赫托博
士表示，由智能手环引发的皮
肤并发症十分普遍，一些病例
通常是镍过敏所致。皮肤病专
家斯维塔·拉伊博士提醒，佩
戴可穿戴设备时要讲究一个
度，应定时取下智能手环等设
备并擦拭消毒。此举同时也能
够让皮肤得到自然呼吸。建议
用温肥皂水清洁皮肤，清除汗
液，同时使用抗菌纸巾擦净智
能手环上的灰尘和死皮等污
垢，将细菌感染风险最小化。

（据《生命时报》）

智能手环细菌数量惊人

头发变白、皮肤弹性降
低、牙齿松动脱落、耳聋、眼
花、驼背、动作迟缓、健忘……
衰老是人类不可避免且让人很
苦恼的问题，但日常一些保养
方式可让它来得慢一些。中医
代茶饮就是日常调理中非常好
的一个方法，这里给大家推荐
3个小方。

伸筋草。其性辛温、味
苦，入肝经，具有舒筋活络、
祛风散寒、除湿消肿的作用。
对于老年人骨质疏松、关节酸
痛、四肢软弱无力、抽筋等常
见问题有很好的缓解和治疗效
果，建议这些人群可经常用伸
筋草泡水喝。

远志。关于远志有一段有
趣的传说，话说古代有一秀
才，娶得颇通药理的药铺主之
女为妻。某年夏日，秀才参加
省城乡试。临行前，妻子把一
段棕色圆木 （当时称为“大
胆”）交给他，说此木可助夫
君一举夺魁。秀才不解，妻子
解释道：“相公赶考，千里迢

迢，天气酷热，日间赶路，夜
来读书，岂不有害健康？‘大
胆’内服有安神补益之效，外
用又可治痛疸、肿毒，可保相
公一路安康。”后来，秀才果然
考中第一名。秀才深感此木神
效，但认为药名“大胆”比较
粗俗，于是更名“远志”。建议
大家平时可取远志适量，用开
水冲泡饮用。

益智仁。益智仁味辛，性
温，归脾、肾经，古代相传吃
了它可以高中状元，故取名

“状元果”，同时也由于它能益
智、强智，所以又称益智仁。
现代临床还常用于治疗老年痴
呆、呕吐、肾虚、尿频、遗精
等症。建议平时可取适量益智
仁，用开水冲泡饮用，此茶对
老年人健忘、精神不振效果尤
佳。

以上三味都是性情十分温
和的中药，但有胃炎、胃溃疡
等肠胃不好的人群应在医生指
导下服用。

（据《生命时报》）

“三味药茶”抗衰老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和感
染病学分会发布的数据表明，我
国是肝炎“大国”。南方医科大
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肝病科主任郑
大勇教授表示，肝脏的健康与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爱护肝脏应从
预防开始。

注意了！熬夜易怒最伤肝

目前，全球约80%的肝癌
是由乙型肝炎导致的，但仍有许
多人存在伤肝行为。调查发现，
最常见的是“常常悲观或抑郁，
或经常发怒”；而“过度劳累或
经常熬夜”是第二大行为。专家
解释，这些行为要尽可能避免，
否则肝脏很受伤。

首先，现代社会竞争压力
大、工作紧张，人们容易悲
观、愤怒、焦虑、抑郁，这些
负面情绪会伤肝，导致肝功能
失调。专家认为，抑郁的人常
肝气郁结，易怒者则会肝气横
逆、肝阳上亢，这两类不良情绪
都会伤肝。

其次，晚上11点以后是肝
脏排毒、自我修复的关键时期，
过度熬夜会让肝脏疲惫不堪，而
平时过度劳累会降低免疫力，两
者相加对肝脏的损害很大。乙肝
病毒侵入人体后，不会直接引起
肝细胞损害，只是在肝细胞内吸
收营养，同时复制、繁殖。复制

病毒的“零部件”，如表面抗原
等释放在肝细胞膜上，会引起免
疫反应，造成肝细胞损伤、坏
死。

最后，饮食不节制和过度饮
酒对肝脏的损害也很大。人体
90%以上的解毒工作都由肝脏负
责，长期过量饮酒会让肝脏不堪
重负，久而久之形成酒精肝，甚
至演变成酒精性肝炎、肝硬化
等。研究表明，35%的肝硬化死
亡患者和25%的肝癌患者，均
与大量饮酒有关。暴饮暴食以及
摄入过多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也
不可取，过多的脂肪导致肝细胞
代谢负荷加重，进而造成肝细胞
损伤导致脂肪性肝炎。

爱肝护肝四步走

郑大勇提醒，生活需要爱
心，也需要爱肝。爱护肝脏应从
日常生活做起。

第一，定期常规体检，尤其
是肝脏的专科筛查预防。40岁
以上的男性、曾感染病毒性肝炎
者、长期服药者、有肝癌家族史
的人，每年至少进行1次肝脏专
科体检。千万不要等表现出黄
疸、肝腹水、消化道出血等症状
再检查，那时病情就已经很严重
了。此外，病毒性肝炎患者应每
3个月进行一次肝功能和甲胎蛋
白检查，6个月做一次影像学检

查 （如B超、CT）；3—6个月
做一次病毒定量检查，防止肝炎
在不知不觉中发展为肝硬化，甚
至肝癌。

第二，保证充足的睡眠，不
要熬夜。成年人正常睡眠时间应
为6—8个小时，静卧可增加肝
脏40%的血流量，使肝脏得到
更多血液、氧气、营养的供
给，有利于肝细胞的修复和再

生。
第三，注重饮食均衡，少吃

高油、高糖食物，控制脂肪及酒
精摄入，最好戒烟。肝炎患者
要保持摄入一定量的蛋白质，
豆浆、鱼汤等都是不错的选
择。但炎症急性发作期，不宜
过多摄入蛋白质，以免加重肝
脏负担。维生素有助增强肝脏
的修复、解毒功能，绿色蔬菜、

水果、谷物、豆类、猪肝、鱼、
乳制品等都可选择，其中含有人
体必需的钙、磷、镁、锌等矿物
质。

第四，学会调整心情。让自
己处于心平气和、乐观开朗的状
态，好情绪能使气血调和、血液
循环改善，加快肝脏的新陈代
谢。

（据《羊城晚报》）

熬夜易怒最伤肝
爱肝护肝按四步走

“超级真菌”来了
健康人群不会感染

致死率超60%、近50%感染者90天内死亡……近日，一则“超级

真菌被美列为紧急威胁、中国已有18例确认感染”的消息刷屏，引

发公众恐慌。

专家表示，公众不必过分担心，“超级真菌”感染主要发生在医

院内部，特别是ICU内，免疫缺陷人群存在感染可能，对多数感染

者现有抗菌药物治疗有效，健康人群不会感染耳念珠菌。

不过，他同时提醒，目前全球感染者数量确实越来越多，可称为暴

发性流行。这一现象的出现或许与人类生活方式、医疗方式有关。

耳念珠菌最早于2009年在日本发现，随后在全球快速流行。

据美国CDC官网数据，目前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现了

耳念珠菌感染病例，包括中国、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

国、西班牙、印度等。

尽管已有近十年的研究，但耳念珠菌的来源目前尚不明确。

近日，《纽约时报》报道，一
种名为耳念珠菌的“超级真菌”在
美国多地暴发，目前美国已有587
例确诊病例。该真菌导致病人“神
秘感染”，并被美国疾病防控中心
（CDC） 列为“紧急威胁”，近
50%感染者在90天内身亡。4月
10日，中国媒体发布消息称，目
前中国确诊18例超级真菌感染。

“超级真菌”相关话题一度登
上微博热搜榜。不少网友在留言中
表示担忧：“好可怕，我们应该注
意什么？”“害怕！普通民众该怎么
防护？”

据了解，耳念珠菌之所以被称

为“超级真菌”，是因为它的耐药性
比较强，血液感染后致死率高，而且
在环境中生存时间较长。

尽管已有近十年的研究，但耳念
珠菌的来源目前尚不明确，国内外学
者对耳念珠菌致病性及耐药性的形成
和快速进化的认识仍然有限。

美国CDC官网在关于耳念珠菌
的情况说明中提到，耳念珠菌是一种
新兴的真菌，对全球健康构成严重威
胁；它是一种在医疗机构中传播的耐
药菌，在美国仍然很少见；耳念珠菌
可引起血液感染甚至死亡，超过1/3
的侵袭性感染者（例如血液、心脏或
大脑感染）会在一个月内死亡。

“超级真菌”来源目前仍不明确

中国首例“超级真菌”感染病
例于去年发现，是一位患有肾病综
合征和高血压的76岁患者。

2018年 5月，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教授王辉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
研究所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
员黄广华带领的团队通过合作研
究，报道了中国首例“超级真菌”
感染病例。

研究发现，中国首例耳念珠菌
菌株对临床上常用的抗真菌药物普
遍比较敏感，这意味着现有抗菌药
可以杀死“超级真菌”。此外，还
发现硫酸铜对“超级真菌”具有很
强的生长抑制效果，这一发现为医

院内消毒杀菌提供了新方法。
一位长期研究耳念珠菌的专家介

绍，中国累计发现18例感染者，其
中北京3例、沈阳15例，感染者多
出现在医疗机构的 ICU （重症监护
室）。他提醒公众不必感到恐慌，健
康人群不会感染耳念珠菌，免疫缺陷
人群才可能受到影响。

不过，他同时指出，国内多数医
疗机构并不具备诊断耳念珠菌的条
件，可能无法准确识别。美国CDC
同样表示，除非医疗机构有专门的实
验室，否则耳念珠菌可能会误诊为其
他真菌，这种错误诊断可能导致患者
得到错误的治疗。

中国18例感染者多出现在ICU

专家指出，耳念珠菌之所以被称为
“超级真菌”，一是因为耳念珠菌耐药性比
较强，部分耳念珠菌菌株对临床常用的三
大类抗真菌药都有耐受性（包括唑类、多
烯类和棘白霉素类药物）。二是血液感染
致死率高。

另外，它在环境中生存时间比较长，
能长时间存活于患者和医护人员的皮肤及
医院设施表面，从而导致院内暴发性感
染。“比如病房里有一个病人感染了，耳
念珠菌通过床单、医疗器械或者其他途
径，传给其他病人。英国有一个比较典型
的例子，是耳念珠菌通过温度计导致患者
之间的交叉感染。”专家说。

患者感染后会出现什么症状？可以治
愈吗？专家介绍，实际上，感染耳念珠菌
的人本身就是ICU病房的人，感染的症
状最终都是器官衰竭。

专家指出，此前中国发现的首例耳念

珠菌菌株对抗真菌药物敏感，常用抗真菌
药物治疗有效。从国外的情况看，也只有
很少一部分耳念珠菌菌株对所有药物耐
药，治疗较难。

另外，从“杀伤力”来看，研究发现
“超级真菌”中国分离株在毒性方面比临
床上常见的白色念珠菌还要弱。

有什么办法避免感染吗？专家表示，
因为耳念珠菌发现时间不长，研究者较
少，所以它的来源尚不明确。中国发现的
患者很少，没有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所
以研究也很少。目前国外有研究者认为，
耳念珠菌是人体自身携带的一种共生菌，
可能存在于皮肤或肠道里。但它到底存在
于什么地方，现在还不清楚。

不过，专家提醒，耳念珠菌只可能感
染免疫缺陷人群，主要是ICU病房里的
人，健康人群不会感染，“对健康人群没
有什么影响，也不需要预防”。

释疑 1
健康人群不需要预防“超级真菌”

针对“超级真菌”在全球暴发性流行
的说法，专家表示，从整体趋势看，全球
感染者数量的确越来越多，可以称为暴发
性流行。

他进一步解释说，2009年发现首例感
染者之后的几年，其实没有发现特别多新病
例，但从2013年开始，印度的感染病例变得
特别多，到2015年、2016年，美国、欧洲、印
度开始大规模报道病例，不像以前零零散
散，有时候一个医院出现几十个人感染。因
为西方疾控部门比较关注这些问题，所以他
们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物种开始大规模流行。

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吗？“中国现
在很难说。”他提醒说，目前存在的问题
是国内很多医院对耳念珠菌认识不够，而
且检测条件不足，造成漏检。

“常规检测手段很难检测出耳念珠
菌，部分条件较好的三甲医院有蛋白质谱
技术和比较先进的微生物检测仪器，能够
检测出。”不过，他同时指出，如今国内
医院ICU消毒措施较到位，如果医院按
规范操作，不太可能出现暴发性流行。如
果出现感染者，马上隔离，对病房进行消
毒，也没有太大问题。

释疑 2
全球“超级真菌”感染者日益增多

“超级真菌”的出现，和抗生素滥用
有关吗？专家指出，目前国内外学者还未
发现耳念珠菌是如何出现的，但总体上与
人类生活方式、医疗方式有关系。因为
20世纪50年代以前，念珠菌感染相对较
少，后来变得越来越多。

他表示，耳念珠菌和其他念珠菌感
染日益增多，原因大致相同。一是存在

免疫缺陷的人越来越多，随着医疗技术
进步，人的寿命延长，年老后免疫功能
也变得较弱，而且癌症化疗等新医疗技
术的应用，让免疫系统变得有缺陷。另
外，艾滋病的流行也是导致真菌感染的
原因之一；临床上抗生素的大量应用也
有影响。

（据《新京报》）

释疑 3
“超级真菌”出现受多重因素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