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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人的口臭恼人的口臭
口臭也称“口气”，你可别小看

口臭这小小的毛病，当你面对心
仪的男孩或女孩，想要和他(她)交
谈，拉近距离，一开口难闻的口气
四溢，你换来的是别人厌烦、自己
尴尬的局面，口臭会使你不敢与
人近距离交流，从而产生自卑心
理，影响正常的人际、情感交流，
令人十分苦恼。

经常有口臭患者到医院就诊，
要求作幽门螺杆菌检测。结果有
的阴性，有的阳性；而有的阳性患
者根除幽门螺杆菌后，仍然有口
臭。患者常常困惑：胃里没有幽
门螺杆菌，为什么会有口臭？或
是，幽门螺杆菌已杀掉了，为什么
还是有口臭呢？

对此，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俞峻主任医师介绍，口臭是
一种十分常见的症状，据大样本
统计资料，全球大约有 10%—
65%的人曾患过口臭。口臭的
原因十分复杂，远非人们想象的
那样简单。临床上把口臭分为
生理性口臭和病理性口臭两大
类。生理性口臭是指机体无病
理性变化，主要是由不良生活和
卫生习惯引起的短暂口臭。常
见原因有：①韭菜、臭豆腐等刺
激性食物，含有硫化物成分，食
用后异味可残留于口腔中。②
烟草中含有挥发性硫化物，还能
使口腔干燥、导致牙周病，引起

口臭。③唾液具有抗菌、杀菌、
清洁口腔的作用，睡眠时唾液分
泌减少，抑菌作用减弱，产生大
量的挥发性硫化物、氨等物质，
从而引发短暂性口臭，多见于早
晨起床时。④不勤刷牙导致大
量食物残渣长时间嵌塞于牙缝
中，经口腔细菌发酵、分解产生
大量的挥发性硫化物、吲哚等物
质，而产生口腔异味，食物残渣
和脱落黏膜上皮细胞亦可引起
舌苔和舌背菌斑的增加导致口
臭。⑤长期饮酒、食肉、熬夜、失
眠等均可引起生理性口臭。对

于此类口臭，保持良好的生活和
卫生习惯，早、晚正确有效地刷
牙，保持口腔及舌苔卫生、避免
食用刺激性食物、忌烟酒、养成
良好的作息习惯，当会有明显的
改善。

病理性口臭是指由机体病
理性改变引起的口腔异味，又分
为口源性口臭和非口源性口
臭。80%—90%的口源性口臭源
于口腔局部感染，如龋病、急性
呼吸系统感染，患牙龈炎、牙周
炎时牙龈出血，炎性渗出物增
多，厌氧菌发酵分解血液、炎性

渗出物中有机成分，产生挥发性
硫化物。舍格伦综合征和肿瘤
放疗引起的唾液减少及口腔黏
膜病等。非口源性口臭常见疾
病有：1. 幽门螺杆菌感染：幽门
螺杆菌与牙周病发病密切相关，
同时幽门螺杆菌可通过加重牙
周炎而间接导致口臭。2.胃食管
反流病：反流导致的口腔糜烂使
患者无法正常维护口腔卫生。3.
消化不良：因食物不易消化和排
空，在胃内存留的时间延长，食
物在细菌的作用下腐败并释放
出异味。4. 炎症性肠病。5. 便
秘：肠道中的益生菌数量显著减
少，致病菌数量明显增加，出现
较严重的肠道菌群紊乱。6.代谢
性疾病：肥胖症、糖尿病、脂肪肝
等。7.呼吸系统疾病：慢性扁桃
体炎、肺癌等。8、其他：肾病、肾
功能不全、血液病；服用某些药
物（二甲基硫化物、奎宁、抗组胺
类药物、吩噻嗪类药物）；女性生
理期；维生素缺乏、精神紧张和
焦虑亦会引起口臭。

那么，如何治疗口臭呢？俞医
生说，首先要明确口臭的病因，是
否为生理性口臭。如非这方面原
因，可先到医院口腔科就诊，明确
是否为口源性口臭。如仍无这方
面原因，则需进行一些检查，明确
是否存在消化系统及其他疾病。

（通讯员 山 人）

消炎止痛药≠止痛药，
更不是“消炎药”

在医院骨科门诊经常碰到
“颈肩腰腿痛、关节炎”等慢性疼
痛患者，需要使用“消炎止痛
药”。有的患者一听到“消炎”二
字，认为就是“青霉素、头孢类药
物”；一听到“止痛”二字，就认为
仅仅是止痛而已，没啥大作用。
其实“消炎止痛药”不是“消炎
药”，也不是单纯的“止痛药”。

炎症：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
“发炎”，是机体对于刺激的一种
防御反应，表现为红、肿、热、痛和
功能障碍。炎症，可以是感染引
起的感染性炎症，也可以不是由
于感染引起的非感染性炎症。

我们常见的“颈肩腰腿痛、关
节炎”是因为过度或不恰当的使
用而造成的，我们称之为无菌性
炎症，是非感染性炎症。这类炎
症的损伤因子就是不正常的或过
度的劳损。

“消炎止痛药”的学术名称叫
“非甾体抗炎药”。通俗地说，它
的消炎止痛原理，是通过抑制一
种叫环氧酶（COX）的酶类起作
用，环氧酶在人体内分为 1 号
（COX-1）和 2号（COX-2）。1
号是“好的”，主要分布在胃、肾等
部位；2号是“坏的”，能产生一些
有害因子，让人感觉到疼痛。理
想的情况下，只抑制炎症反应区
域的酶，而不抑制胃和肾上的

“好”酶。
“消炎止痛药”包括阿司匹

林、对乙酰氨基酚、吲哚美辛、萘
普生、萘普酮、双氯芬酸、布洛芬、
尼美舒利、罗非昔布、塞来昔布、
艾瑞昔布等，该类药物具有抗炎、
止痛、抗风湿、退热和抗凝血等作
用，在临床上广泛用于骨关节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多种发热和各
种疼痛症状的缓解。

“消炎药”，则是针对引起感
染性炎症的各类细菌，可以抑制

或杀灭病原菌。所以，“消炎止痛
药”和“消炎药”有着本质的区
别。一旦发生了细菌性感染，就
必须要使用“消炎药”才能有效地
杀死细菌。颈肩腰腿痛患者体内
并没有细菌造成的感染，所以此
时用消炎药，不仅不管用，还会杀
伤人体内的正常细菌（菌群），造
成菌群失调，伤害健康。

“止痛药”又称镇痛药，指能
部分或完全缓解疼痛的药物。
其中包含了非甾体抗炎药、中枢
性止痛药、麻醉性止痛药、解痉
止痛药以及抗焦虑类止痛药。
可见，止痛药的范畴比消炎止痛
药广泛得多，“消炎止痛药”是

“止痛药”的其中一类药物。不
能滥用止痛药，否则容易有损害
肾、导致白细胞减少等等一系列
危害。需谨防消化道不良事
件。服用止痛药尤其是“消炎止
痛药”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恶
心、溃疡甚至穿孔和出血等消化
道不良事件。需要长期服用非
甾体抗炎镇痛药和具有胃肠道
危险因素的患者，应尽可能选择
对胃肠道相对安全的选择性
COX-2抑制剂，即选择性非甾
体抗炎镇痛药，如塞来昔布、艾
瑞昔布等。

“消炎止痛药”的研发应用历
史将近有100 年了，国内外都有
非常严格的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上
报系统，实际上它的心脑血管和
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都在一个
很低的水平，伤胃、伤肾的病例大
多发生在大剂量服药、长期连续
服药、多种消炎止疼叠加服药等
情况下。

所以服用药物，需要遵循医
生和药师的建议，合理用药，避免
长期、大剂量、叠加用药。避免酒
后服药。

（通讯员 曹骏敏）

备孕父母都要合理补充“叶酸”
随着优生优育相关科学普

及，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物质，需
要孕前补充，可以预防胎儿神经
管畸形，它的名字叫叶酸。

那么叶酸是什么？是一种酸
么？不，它是一种维生素，是一种
水溶性维生素B。可别小看它，人
体缺了它，容易贫血；孕妇缺了
它，还容易发生流产、胎盘早剥、
妊娠期高血压等；胎儿缺了它，发
生神经管畸形的风险增加，同时
还增加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唇腭
裂、肛门畸形等可能性。

叶酸这么重要，每个备孕的
妈妈当然都要好好的重视它、补
充它喽。所以我们国家积极推行
叶酸的免费发放工作。可有些妈
妈还是不重视，尹大夫就碰到有
些备孕的妈妈这样问:我缺叶酸
吗？你就让我补？既然是维生
素，食物中也有，为什么要另外单
独补充呢？

好，宜兴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尹
大夫就来好好聊一聊以上问题。

其实不少食物中都含有叶
酸，尤其是绿叶蔬菜，还有肉、蛋、
坚果等食物中均含有叶酸，然而，
叶酸也很娇嫩，食物在烹饪的过
程中，叶酸容易遭到破坏。而孕
妇对叶酸的需求量明显增加，所

以，一般膳食很难满足孕妇对叶
酸的需求。

明白了补充叶酸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我们再来聊聊如何补。

首先要孕前补。因为胎儿
在妈妈的子宫内发生神经管缺
陷的时间很早。通常发生在上
次月经之后的四十天左右，这个
时候，大多数孕妇刚知道自己怀
孕，如果这个时候才开始吃叶
酸，就有点晚啦！所以，尹大夫
会对备孕的妈妈们说：一定要从
备孕就开始服用叶酸，最好在怀
孕前三个月(至少一个月)开始，
一直到怀孕后的整个孕期(至少
前三个月)，每天补充 0.4mg—
0.8mg。如果要更精准的补充叶
酸，也可以让备孕妈妈们，做一
个叶酸代谢能力的基因检测；有
些妈妈呢，曾经生育过神经管畸
形的孩子，或者患有癫痫并服药
控制，再或者属于肥胖的妇女，
在补充叶酸的时候需要更大的
剂量。

叶酸，这么好，备孕的爸爸们
是不是也要吃呢？美国一项最新
的研究显示：叶酸能提高男性的
精子质量，男性缺乏叶酸，也会影
响新生儿健康。所以，备孕的爸
爸们，也可以适当补充叶酸。

最后，尹大夫温馨提醒：备
孕的爸爸妈妈们，除了要记得口
服叶酸片或者含有叶酸的维生
素以外，也要记得多吃绿叶蔬
菜、水果、坚果、豆类等含有丰富

叶酸的食物哦。如果您容易忘
记吃叶酸，那么您可以在手机上
设一个闹铃，来提醒自己。祝愿
每个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可爱
的宝宝！ （通讯员 小 凤）

油锅突然起火 一女子烫伤入院
医生：夏季谨防烫伤

本报讯（通讯员姜雨熙 潘
静）炎炎夏日，人们的衣着比较清
凉单薄，皮肤裸露在外，增加了被
烫伤的风险。近期，市中医医院
收治了多名烧烫伤患者，其中一
名女性患者因油锅起火处置不
当，导致双手皮肤中重度烫伤。

近日，家住宜城街道的陈阿
姨在家中炸爆鱼时，油锅不慎起
火，陈阿姨试图用锅盖盖住火
苗，用“窒息法”灭火，不料慌乱
之中，未能将火成功扑灭。陈阿
姨又急又怕，下意识地端起油锅
就往外跑，不慎被滚烫的热油泼
到，双手瞬间就被烫出了很多水
泡，火辣辣地疼。

被烫伤后，陈阿姨立即来到
市中医医院急诊。该院烧伤整
形美容外科主任李国春接诊后，
仔细查看了陈阿姨的创面，诊断
为3%浅Ⅱ度至深Ⅱ度烫伤。李
国春将陈阿姨手上烫出的水泡
作抽液、包扎、涂药等处理，并针
对病情应用相关药物。经过专
科治疗，陈阿姨的烫伤创面逐渐

痊愈，现已康复出院。
李国春表示，夏天是烧烫伤

的高发季节，而厨房是发生烧烫
伤的“高危区”。一旦遇上油锅
起火，采用锅盖“窒息法”灭火也
是有讲究的，应将锅盖从人体处
朝前倾斜着，迅速覆盖到起火的
油锅上，同时立即关闭燃气阀门
或熄灭柴草。切不可往油锅里
浇水，因为冷水遇到高温热油会
形成“炸锅”，使油火到处飞溅，
更不能强行去端锅，以免造成更
大的危险和伤害。

李国春指出，日常生活中，一
旦发生烧烫伤，应立即用流动的
冷水冲洗至少半小时，如果有条
件，可将烧烫伤部位置于冷水中
浸泡。千万不可滥用民间偏方如
酱油、蛋清、牙膏等涂抹患处，这
样不仅对治疗烧烫伤毫无效果，
并且极有可能引起伤口感染。他
特别提醒说，当衣物与局部皮肤
粘连在一起时，千万不可强行剥
离，可以先剪掉周围没有粘牢的
衣物，然后立即送医治疗。

中药汤液最好温着喝
传统中医的医嘱中，对服药

温度是有要求的，一般分为热
服、温服和凉服，主要根据所治
疾病的需要及患者的寒热虚实
体质来进行选择。如果是中药
汤剂和口服液，可直接按药液的
温度来区分；如果是丸、散、末等
剂型，则以送服饮料（水、米汤
等）的温度来区分。

一般来说，治疗热病的中药
可凉服，治疗寒证的中药宜热
服，除此之外的其他疾病，以及
老年人、小儿、孕妇和久病体虚
的患者，均宜温服中药。所谓热
服，是指将药液或送服饮料趁热
服下，热度以入口时感觉略微烫
嘴为度。热服大多适用于外感
风寒等寒证，取其服后微微出
汗，以发散风寒。凉服，是指把
药液或送服饮料放凉后，个别情
况需冷藏后服用，大多适用于热
毒壅盛等热证且患者体质壮实
者，取其清热解毒、消暑利下效
果，如广东地区的凉茶。温服，
是指以最接近人体的温度服用，
入口时略感温热而不烫，一般以
25℃—35℃为宜。

热服和凉服用得不多，温着
喝是中药的默认服用方式。尤

其是体弱人群，其胃肠道对温度
的适应能力较差，饮用与人体体
温相差很大的凉中药，可能会对
胃肠产生刺激而引起呕吐、胃部
不适等，不利于药物吸收和药效
发挥；服很热的中药，又可能因
汗出而导致气随汗脱，使虚者体
质更虚。

中药口服液是以中药汤剂
为基础，提取药物有效成分，再
加上一些矫味剂制成的口服液
制剂，可以看成是汤剂的浓缩
版，因此，它和汤剂的服用方法
是一样的，多数疾病均以温服效
果最好。夏季以及春秋二季，室
温和体温相差不大，口服液直接
喝一般没问题；冬季气温较低
时，若室内没有暖气，建议口服
液也要热一下再喝。

这里提供两个小妙招可迅
速给中药口服液加温：一是在杯
里加大半杯热水，把口服液瓶放
进杯里，盖上盖子，过5到6分钟
后取出，口服液就被“捂”温了；
二是在杯子里倒约20毫升温开
水，然后把口服液瓶子打开，把
药液兑进温开水里，药液瞬间变
温，直接服用即可。

（摘自《生命时报》）

本报讯（通讯员刘晓红）最
近这段时间，宜兴的天气越来越
炎热，63岁的市民孙大爷出门办
事突然晕倒，邻居以为老人中暑
了，送到宜兴市人民医院才知道
是“热中风”。很多人觉得秋冬
时节容易发生中风，怎么现在三
伏盛暑也容易中风呢？

秋冬时节，室外冷、室内热，
温差大会引起人体交感神经异
常兴奋，使血管收缩和舒张紊
乱，血小板易于凝集而形成血
栓，导致中风发生。而在炎热的
夏季，尤其是温度大于32℃时，
人体体温调节主要靠汗液蒸发
散热，因此每天要排出大量汗
水，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就容易
因血容量不足、血液黏稠度增高
而诱发脑血管堵塞，导致缺血性
脑中风。

而且，在临床中，不少中风
患者误把中风当中暑，耽误了治
疗时机。其实，中暑与中风的症
状很好区分。中暑往往发生在
高温环境下，常见表现有发烧、
脉搏加速、意识丧失等，但不会
有肢体乏力、偏瘫等表现。中风
患者常常会出现意识丧失、头痛
加剧、手麻、眼前发黑，同时伴有
语言不清、肢体偏瘫等症状，并
不特定在高温环境下出现，且多
发生在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身
上。对于脑中风患者，发生后的

3小时是救治“黄金时间”，是抢
救生命的关键。因此，一旦发现
有人符合上述特征，应尽快拨打
急救电话。

日常做好以下几点，可在一
定程度上预防热中风发生。

重视基础病防治，规律用
药。夏季血管扩张，血压会稍低
一些，有些高血压患者就会松
懈，随意调整药物，这有可能增
加中风风险。

每天至少补充1000毫升水
分。夏季出汗多，及时补充水分
可稀释血液，防止血液黏稠形成
血栓。建议中老年人在早晚各
喝一小杯水，帮助稀释血液，保
持小便清亮、大便通畅。

多吃蔬果。蔬菜和水果维
生素含量丰富。鲜枣、芥蓝、豌
豆苗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对
软化血管、改善动脉硬化有帮
助。豆类、菇类富含B族维生素，
有助于修复神经，防治中风。

空调温度在27℃—28℃为
宜。长期待在温度过低的空调
房里，会使血管收缩，增加中风
的风险。因此，老人不要直吹空
调，要注意室内温度，定时开窗
通风。

适量运动。避免高温时到
户外活动，可择时择地做强度较
低的运动，如打太极拳、练八段
锦等，注意劳逸结合。

高温天别把中风当中暑
人们对喝水的关注超过了任何

食品：有说法称“硬水导致肾结石”，
还有观点认为“纯净水没有矿物质有
害健康”……水的硬度、矿物质与健
康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水的硬度由其中的钙和镁含量
决定。常用的硬度指标是每升水中
含有相当于多少毫克氧化钙的钙和
镁。比如自来水的国家标准是总硬
度不超过450毫克，如果全部来自
钙，大致相当于一升中含有180毫克
钙。长期喝这样的水，额外摄入的钙
镁对健康有什么影响？

钙和镁都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
素，很多人的饮食中都达不到推荐
摄入量。也就是说，把水中的钙镁
考虑进去，其实有助于满足人体需
求。摄入钙太多的确会带来健康风
险，肾结石是其中之一。但这个“太
多”并不容易达到——通常的建议
是，每天不超过2500毫克钙，就可
以认为是安全的。对于奶制品消费
并不算普遍的中国人来说，每天达
到1000毫克的“钙推荐摄入量”都
有困难。在这个基础上，哪怕是每
天喝两升达到“最高允许硬度”的
水，额外摄入的钙也不超过360毫
克，距离“钙超标”还有相当距离。

除了钙和镁，水中还会有其他矿
物质。既然矿物质是人体需要的，那
么去除了矿物质的“纯净水”或者“软
水”，是不是就不利健康了呢？我们需
要注意，人体的营养成分来自于吃喝

的所有饮食，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
分。即使是“硬度很高”的水，每升中
的钙也就是两三百毫克。水烧开之
后，这些钙镁离子还会有相当部分变
成“水垢”，水中的含量就更低了。有
研究者在以色列等地做过实地调查，
居民从饮用硬度较高的自来水转为饮
用几乎不含矿物质的净化水之后，居
民血液中钙镁含量的变化微乎其微。

还有说法称，纯净水因为不含微
量元素，所以“会把体内的微量元素
都溶解排出”。这其实是一个想当然
的推断，人体内的微量元素分布在各
自的器官和组织中，纯净水经过吸收
进入血液，也就不再“纯净”，最后要
经过肾脏的过滤把需要的微量元素
留下，才能成为尿液排出，怎么可能
一喝纯净水就把微量元素给“溶解排
出”了？实际上，纯净水在发达国家
和地区的普及率很高，在中东地区，
人们喝的几乎都是纯净水。几十年
来，也没有发现缺钙和伤肾的发生率
增加了。

人体对矿物质的需求，主要还
是指望各种食物。但水的硬度，或
者说其中的各种矿物质，对水的味
道以及使用性能会有影响。水是否

“好喝”，取决于其中的矿物质以及
其他“杂质”。硬度比较高的水，一
烧开就出现大量白色沉淀，虽不影
响健康，但很影响外观和口感。简
而言之，只要其他指标合格，水是硬
是软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影响。

硬水、软水都对人体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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