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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伤女童就诊时还穿着湿棉衣

女白领伤口敷面粉变
“面糊”

冬季烫伤多发频现“二次伤害”
武汉晚报讯（记者武叶 通讯员马遥
遥）女童被滚烫的开水烫伤，直到就诊时
湿漉漉的棉衣还裹在身上；女白领同样遭
遇开水烫伤，竟以面粉涂抹伤口，造成伤
处脱皮。入冬以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
院区接诊不少烫伤患者，不少患者或家属
因对伤口处置不当，导致二次伤害。
3 岁的妞妞家住后湖。前天下午，
好奇
的妞妞在家中踮起小脚去拿桌上的水杯，
不
料水杯没有盖好，
滚烫的开水泼到了她的右
手和右臂上。听到妞妞的哭喊，
家人连忙抱
起孩子往医院赶。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医学整
形美容科，被烫伤的妞妞送到医院时还穿
着厚厚的棉袄，医生赶忙剪开了袖子。此
时，妞妞右前臂和右手大面积红肿，部分
皮肤已经脱落，被诊断为深二度烫伤。随
后，医生对烫伤部位进行了对症处理和抗
感染治疗。该院医学美容整形科周明主
任介绍，烫伤后还继续穿着厚厚的衣服，
就如同在烫伤处形成一个保温层，开水的

热量无法散发出去，导致了二次伤害。
“当
我们剪开孩子的衣服时，里面的秋衣和毛
衣都还是烫的”。
就在同一天，27 岁的赵女士用电水壶
烧水时，不慎将烧开的水泼到左脚上。想
到网上曾看到一个偏方说面粉能治烫伤，
赵女士赶紧将面粉涂裹在左脚烫伤部位，
不料 10 分钟后疼痛加剧，
她这才在家人陪
同下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医学整形
美容科治疗。
检查显示，赵女士为浅二度烫伤，由
于她涂裹面粉时用力有点大，脚底部分表
皮全部脱落。随后，医生为其清理干净面
粉，并对烫伤处进行对症处理。医生告诉
赵女士，用面粉治疗烫伤不靠谱，反倒会
给治疗带来很多问题。皮肤烫伤后，应及
时冷疗带走热力，面粉的储热量很小，起
不到冷却伤口的作用。此外，面粉还可能
在伤口处形成一层“面糊”，掩盖住创面的
实际情况，给伤口清洗和消毒带来不便，
还会影响到医生对病情的判断。

以前睡五六个小时很精神

？

烫伤后抹牙膏
抹姜汁
抹蛋清、抹香油

别信网传偏方
周明主任告诉记者，冬
季在烫伤发生后，正确做法
是第一时间剪开烫伤部位
的衣服，用流动的冷水冲洗伤面，给伤口降温。切勿在烫伤后强行脱
衣，因为脱衣过程中有可能造成皮肤撕脱，加重创伤和感染。如果烫伤
部位出现小水泡，注意不要弄破，应立即就医寻求医生处理。
网上流传着许多治疗烫伤的小偏方，除了面粉治疗法，还有用牙
膏、药棉蘸生姜汁涂抹患处，用鸡蛋清、熟蜂蜜或香油混合调匀涂敷患
处等。周主任表示，不主张使用这些方法治疗烫伤，因为这些物品本身
并非无菌，也容易造成伤者的感染。

现在睡 10 多个小时还犯困

糖尿病作祟八旬老人白天睡不醒
武汉晚报讯（记者刘璇 通讯员管
雅文 吴萍）以前一天睡五六个小时很
精神，现在睡 10 多个小时还犯困。80
岁的张爷爷最近几个月开始变得嗜
睡，10 日，家人带着老人到武汉市东
湖医院看诊，才知道是糖尿病在作祟。
武汉市东湖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
医师彭国萍介绍，很多人对糖尿病的
典型症状比较熟悉，如口干、多饮、多

尿、体重下降等等，但却不知道突然嗜
睡也可能是糖尿病发出的“警报”。
她指出，老年糖尿病患者往往同
时合并脑血管病变，血液粘稠度升高，
容易引起脑动脉供血供氧不足，频频
出现哈欠连连、昏昏欲睡的情况。当
糖尿病发展至酮症酸中毒或是高渗性
昏迷时，体内代谢紊乱和脱水也会引
起嗜睡。研究发现，糖尿病和日间极

度嗜睡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是健康
人群的 2 倍。
彭国萍提醒，一旦平时觉少、近期
不明原因突然出现嗜睡的老年人，特
别是白天嗜睡，除了警惕糖尿病之外，
还有可能是其他一些疾病的先兆，如
脑血管疾病、甲状腺功能减退、感染性
疾病等，应及时就医。

每天抱着手机追剧玩游戏

网瘾老人患上颈椎病
武汉晚报讯（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
江维 华雷）每天不是沉迷于看电视剧
就是斗地主，六旬老人每天手机不离
手，直到最近感觉走路轻飘飘，像是踩
在棉花上，有时还会恶心、呕吐，到医
院就诊才知已患上严重颈椎病。
家住汉阳的刘女士今年 64 岁，最
近，她总是感觉手臂发麻，全身乏力
难受，走路的时候像是踩棉花一般，
有时还有恶心呕吐的感觉。在按摩
店按摩一周不见好转，刘女士只得来

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就诊。
接诊的疼痛科专家李荣春解释，
刘 女 士 因 长 时间看手机出现四肢疼
痛、
乏力、
麻木的症状，
是患上了脊髓型
颈椎病，要接受颈椎硬膜外置管治疗
术。医生说：
“ 走路像踩棉花，是因为
颈椎椎体退化及相邻组织的退变，造
成了对脊髓的压迫，加上长期保持不
良姿势，
诱发了脊髓型颈椎病。
”
李荣春解释，脊髓型颈椎病临床
症状表现为四肢麻木无力、活动不灵

活、走路时有踩棉花的感觉等。患者
在早期常会表现为双侧或单侧四肢
麻木、疼痛、僵硬发抖、无力、颤抖和
行走困难。
李 荣 春 提 醒 ，如 果 出 现 上 述 症
状，一定要尽早去正规医院检查，一
旦确诊为脊髓型颈椎病，早期患者可
以接受颈椎局部理疗、颈椎椎管内药
物注射治疗等相对保守的治疗方式
来改善症状，如果病情延误加重，就
必须接受手术治疗。

“乳腺排毒”大半年乳房鼓起大包块
医生：美容院
“暴力”排毒反而会为乳腺疾病埋下祸根
武汉晚报讯（记者毛茵）上周，右
乳疼痛难忍的刘女士惊奇地发现自己
右乳内侧鼓起一个大包，像多长出一
个乳房。刘女士吓得赶紧往医院跑，
经医生检查诊断得知是炎性肿块，属
非哺乳期乳腺炎而不是癌症时，才松
了一口气。原来，是刘女士大半年坚
持到美容院“乳腺排毒”治疗所致。
无独有偶。家住后湖 48 岁的朱
女士未婚未育，乳房却被按成了“沙
袋”。这是按摩师用力不当损伤了腺
叶乳管，导致乳腺出现坏死性细小点
状钙化。这种细小点状钙化，极易和

癌症沙砾样钙化造成混淆，影响癌症
的早期确诊，同时严重增加了朱女士
的心理负担。
除非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催奶师在
特定时间对产妇催奶按摩，武汉市第
一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赵建国主任医
师不主张女性在美容院等非医疗机构
进行所谓乳腺精油排毒等治疗，临床
中发现有些女性就是在“要挤出东西
来才是有效排毒”的错误观念下受伤
的。赵建国认为，已婚已育女性乳腺
偶尔有少量淡黄色或乳白色液体分泌
系少量残存物是正常的，对健康无碍，

如果自动有血水流出则需当心。
现在不少女性在体检中发现乳腺
增 生 或 有 结 节 ，便 盲 目 寻 求 按 摩 治
疗。著名妇科肿瘤专家顾美皎教授和
张小玲主任医师称，精油按摩乳房往
往花钱无果，而且会埋下乳腺疾病的
祸根。赵建国教授的观点是，用“暴
力”排毒反而容易引起乳管、腺体组织
损伤。如果长期使用含有雌激素类的
保健品进行按摩（即“雌激素暴露”
），
会增加罹患乳腺癌的风险。而且按摩
受伤后易发生感染，导致出现炎性肿
块。

每天苦练 2 小时街舞
260 斤男子肌肉溶解

武汉晚报讯（记者武叶 通讯员
刘姗姗）为了不在公司年会上出丑，
胖小伙每天苦练两个小时街舞，可没
想 到 才 坚 持 3 天 ，尿 液 变 成 了 浓 茶
色，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肌肉溶解”。
30 岁的赵思博（化名）在武汉一
家公司做文字编辑，平时上班坐多动
少，1.78 米的身高体重达到 260 斤。
为了参加公司年会上的街舞表演，没
有任何舞蹈基础的赵思博下班一回
家就对着视频一遍遍练习，一跳就是
两个小时。第一天跳完，他就感觉双
腿疼痛，并没有当回事，练到第 4 天，
他不仅腿痛没有缓解，连尿液都变成
了浓茶色，这才慌忙到武汉市中心医
院就诊。
在急诊科检查发现，赵思博血液
中的肌红蛋白和肌酸激酶均高于常
人，考虑为运动过量引起的横纹肌溶
解。随后，医生立即对他进行了补
液、碱化尿液、护肝、护肾等一系列对
症治疗，以减少对肾脏的损伤。经过
住院治疗后，他的身体才恢复正常。
急诊科主任艾芬介绍，因运动过
量导致肌溶解，甚至肾衰竭的病例已
经屡见不鲜，这类患者平时久坐不
动，突然长时间剧烈运动后容易出现
肌肉受损。肌肉细胞里的肌红蛋白
会流入血液中，在通过肾脏排出体外
时，很容易堵塞肾小管，影响肾脏功
能，严重者还会导致急性肾衰竭，如
果不及时抢救，随时可能有生命危
险。
专家提醒，在运动、锻炼中一定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循
序渐进，特别是很久未运动的人，突
然一下子运动量过大就容易造成横
纹肌溶解。如果运动过后出现严重
的肌肉酸痛，建议先暂停锻炼，并大
量饮水，若休息后症状不见好转，并
且出现了酱油色小便、身体浮肿、小
便减少甚至无尿等典型症状时，应及
时到医院检查，以免病情加重，延误
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