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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皮肤瘙痒患者扎堆，老人孩子穿衣惹的烦恼

保暖内衣最好不要贴身穿
聚酯纤维贴身易引起皮肤干燥、瘙痒，老人孩子还是穿纯棉的好
本报记者祁燕 通讯员邱琼 制图董超

结石百科

寒冷的冬季，又到了保暖内衣的销售旺季，不少市民都希望买到厚实的保暖内衣，给家人尤
其是父母，带去贴身的温暖。 可是，如果穿“错”了，却可能直接引来皮肤病骚扰。

致胆结石患者：
管住嘴才能过好年

女儿孝敬保暖内衣
七旬婆婆浑身发痒
“姑娘总怕我冷，今年又跟我重新买
了两套新内衣，几厚实哦！ ”上个月，家住
汉口花园小区 72 岁的梅婆婆跟街坊们拉
家常后没几天，就发现新内衣暖和是没得
说，但身上总是发痒。 尤其是每天下午和
牌友们搓麻将时， 麻将室开了暖气后，她
更是浑身不舒服，如坐针毡。
为了止痒， 她晚上泡完脚特意给身
上、腿上搽滋润霜，能管一阵子，不过个把
小时后，又开始痒。 直到洗了澡后，梅婆婆
换回过去的旧衣服反倒好多了。
可她怕拂了女儿的心意，偶尔还是拿
出来穿，直到最近无奈找到市十一医院皮
肤科副主任医师王精融大夫，才被告知属
冬季皮疹引发的瘙痒，而导火索很可能就
是她贴身穿的保暖内衣。
记者从武汉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
冬季皮疹患者近来出现扎堆现象，有的是
清洁身体过频造成的水分流失，像梅太婆
这样由保暖内衣引发也不鲜见，很多医生
每天都可遇到好几例，总量约占门诊总数
的 20%左右，老人居多。
王医生介绍，保暖内衣内含有化学纤
维，能减少衣服内的空气与室外寒冷空气
的交换，达到保暖效果。 但是化纤类衣服
不宜贴身穿，会使皮肤干燥，皮屑增多，让人
发痒，引发皮炎。

记者探访商超卖家
内衣里层多为纤维
梅婆婆的女儿十分纳闷，自己也买了
同款内衣，穿着咋没感觉？ 记者通过网络
搜索也发现， 不少网友也在询问这个问
题：保暖内衣该贴身穿吗？ 有位上班族将
薄款纯棉内衣穿在保暖内衣里，竟被同事

嘲笑，感到委屈的他十分不解。
近日，记者也来到商圈卖场打探保暖
内衣的材质及穿法。 在汉口菱角湖一超
市， 各式各样的内衣占据了几乎整排货
架。 翻看商标牌发现，这些保暖内衣除纯
棉、竹炭纤维或莫代尔的薄款外，只要里
层面料有两至三层以上者，连接层和底层
基本都是聚酯纤维，有的还含有少量氨纶
等其他纤维材料。 一般价位中等及偏上
的，都有注明“直接接触皮肤”类产品，意
料之中的是， 恰恰是许多厚重的保暖内
衣，则没有这样的标识。
一位吴姓销售人员说，聚酯纤维既能
隔潮隔寒、抗菌排湿，也不显臃肿，现在很
多年轻女性都是买的这种， 不仅保暖，还
能塑形，一年中除夏季外都能穿着。 很多
老人穿的如薄袄般厚实的内衣，在私人小
厂订制，质量就比较堪忧。 不仅是老年人，
干性皮肤、爱出汗、对化纤制品过敏、湿疹及
皮炎病人，穿这样的保暖内衣都要当心。

保暖内衣纯棉好
太厚不宜睡觉穿
内衣纺织品专家张洁介绍，保暖内衣
的保暖原理就是在两层普通棉织物的中

2017 年春节将至，很多患
者担心，春节期间结石突发影
响过年气氛。 为让胆结石患者
平安过年，武汉京都结石病医
院肝胆结石主任沈章义，给大
家几点建议。
管住嘴 莫让胆囊受累
沈章义提醒，多数胆结石
引起的疼痛常与吃有关。 节日
里高油脂、高刺激性美食总让
人管不住嘴巴，增加肝胆系统
负担， 使胆囊更辛苦地工作，
胆结石在里面就不安分，引起
黏膜水肿，甚至结石移位到胆
囊出口处引起嵌顿，可引起重
症胆囊炎，所以应节制高脂肪
饮食和酒类饮料。

间，夹一层蓬松的化学纤维或超薄的薄膜
制作而成。 这样就能阻止人体皮肤和外界
进行气体和热量的交换，防止散热。
“但是化纤衣物虽然保暖更胜一筹，
也有个很大的缺点。 ”她补充道，就是很容
易与人体、 外部衣物等摩擦产生静电，而
这些静电又极易在体周围产生阳离子，造
成人体皮肤水分减少，皮屑增多，引起皮
肤瘙痒。
王大夫提醒，有的保暖内衣中甲醛等
成分超标， 也会诱发接触性皮炎等问题。
长期如此，严重者还会损害人体内分泌系
统以及神经系统， 如引发失眠、 多梦、多
汗、头痛、烦躁、抑郁等症状。
保暖内衣尽量不要贴身穿， 实在要
穿，里面也应再穿一件纯棉或莫代尔薄款
秋衣打底。
张洁提醒，挑选好的保暖内衣可根据
面料、手感、做工上来 精 选 ， 如 为 孩 子 可
选植物纤维、 吸湿排汗好的， 爱美女
性， 可观察内衣是否属超细或超柔的
纤维，这种既舒适保暖，又不臃肿。 老
人还是以纯棉为佳， 注意颜色是否正，标
签字迹是否清晰，做工和材料较好的内衣
一般拉扯后会恢复原形，特别是领口和袖
口这样的地方。

少应酬 不让胆结石有机可乘
胆囊结石患者尽量远离
节日里各类应酬， 通宵搓麻
将、K 歌、饮酒等生活方式需改
善，劳累后人体抵抗力会下降，消
化系统出现紊乱，胆道系统也不
例外，发病在所难免。 过节要劳
逸结合，让身体“机器”运转慢
下来。
胆结石 及时治疗莫忽视
胆结石患者在食用过多
高 脂 、 高 糖 、 高 胆 固 醇 等“三
高”食物后，会引起胆囊剧烈
收缩，导致结石排入胆囊管诱
发胆绞痛，甚至可能排入胆总
管，引发急性重症胆管炎或胆
源性胰腺炎等。 胆囊结石久拖
不治还会引起胆囊穿孔、 坏死
甚至严重病变，不仅失去保胆取
石的机会，甚至有生命危险。
沈主任提醒，胆囊结石一
旦发作要尽早治疗。 不过，传
统切除胆囊的方法，会让“无
胆人士”术后出现消化系统和
免疫系统不良后遗症。 所以，
胆结石患者不要轻易切除有
功能的胆囊， 可选用保留胆
囊、取尽结石的“三镜联合微
创保胆取石术”治疗。
记者晏利利

奥黛丽爱心行动走进新洲
春节的脚步近了， 天气越来越冷，然
而再寒冷的天气也阻挡不住前往送温暖
的步伐。 近日，由“武汉奥黛丽医疗美容医
院”发起的“奥黛丽爱心行动”的志愿者们
一起，把爱心送进了武汉市新洲区潘塘街
道广湾村，为当地的 22 户贫困家庭、贫困
老人送去来自社会的关怀与温暖。

在村委吴书记、村干部霍新龙的带领
下，志愿者们相继慰问了生活贫困的家庭
和老人。
据悉，他们大多数是空巢老人，有两
户瘫痪多年无人照料。 志愿者在送去物资
的同时陪老人们晒太阳，拉家常，老人们
紧紧握着他们的手表达谢意。

揭开胃肠疾病“久治不愈”的真相
专家：胃肠扫描不插管，及时检查规范治疗是“
正解”
临近年终，一些原来有胃病的市民起
居稍不注意，旧疾就复发了。 据了解，武
汉 各 大医 院就 诊 的胃 病 患者 中，“老 胃
病”患者占据了“大半江山”。 他们的胃疾
为何反反复复？

惧怕胃镜，强忍胃痛不检查
“我听说胃镜很难受，所以每次胃病
发作我都不敢检查”29岁的小王说道。 入
冬以来，小王总是胃痛胃胀，却又不敢做
胃镜， 直到前段时间看到有不插管查胃
肠，她便做了检查，结果发现患有严重胃
溃疡。 武汉老牌胃肠病医院消化内科专
家张明主任介绍， 许多人觉得胃肠检查
难受，就不敢来查了。 他指出，随着科技

的发展，胃肠检查已进入“无痛时代”，市
民一旦有胃部不适，应及时检查。

“每次胃痛我吃点药就好了，但是隔
段时间又会发作”，赵爹爹的“老胃病”已
经纠缠他多年，却一直不能根治，他为此
烦恼不已。 张明主任介绍，盲目吃药不仅
会掩盖病情，而且会损伤胃肠粘膜，导致
粘膜抵御细菌的能力变弱， 加大损伤胃
肠道天然的防御功能， 因此必须先查明
病因，方可对症治疗。

引进了四维胃肠扫描技术。 检查过程中
患者无需承受从嘴中插入导管、 下镜等
痛苦，只需在空腹条件下喝下显影剂，通
过扫描仪， 医生便可全面查看患者的胃
肠道健康状况。
胃肠诊疗方面， 该院率先引进了无
痛内镜修复技术， 在超细无痛纳米内镜
精准的定位胃病源头后， 通过专业诊疗
设备快速疏导胃内有害因子， 使药物渗
透到病灶， 对病灶部位进行针对性的直
接治疗， 与传统治疗方法相比， 效果更
好，治疗更全面，恢复更快。

前沿检查诊疗技术 拒绝胃病反复

公益普查仅剩一周 市民需抓紧报名

盲目吃药，胃病反复不治疗

张明主任介绍，针对这些现象，该院

由本报健康俱乐部联合武汉老牌胃

肠病医院开展的“年终感恩胃肠特惠诊
疗”普查活动，目前仅剩一周时间，如果
有胃痛、腹胀、消化不良、便秘、腹泻等不
适症状的胃病患者，持本报到院就诊，均
可享受以下优免：
1、免专家挂号费、免会诊费、免诊疗费
2、 美国GE胃肠数码扫描仅需60元
（原价150元）
3、C14幽门螺杆菌呼气检测仅需70
元（原价120元）
4、 奥林巴斯无痛胃镜检测仅需480
元（原价980元）
预约热线：

027-82359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