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患者只能通过每日注射胰岛素维持生命，但是这种方
法伴随着严重的副作用。近来,日内瓦大学的研究者对缺乏胰岛
素的啮齿类动物进行试验，他们使用瘦素(一种控制机体脂肪储
存和食欲的激素)后，所有的试验对象均得以存活。瘦素的使用提
供了两种好处：不会引起低血糖症并对脂肪分解有一定作用。这
证明了不依赖胰岛素可以生活，并为新的胰岛素治疗方法铺平
了道路，胰岛素治疗方案的替代方案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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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有望不再依赖胰岛素

宝贝你好，我是你爸爸。时间
在飞速奔向我们见面的那天，爸爸
现在像迎候贵客登门一般，把每个
周末的休息时间，都花费在了清理
家里的储物空间上。一边要把买来
的婴儿用品，放在触手可及之处；
同时还要整理出更多的地方，准备
给你添置更多的玩具、衣物。随着
这些物品的增加，爸爸的信用卡账
单和网购记录里，也留下了你深深
的印迹。

宝贝，对照你的B超影像和我
的购物清单，在你5个月也就是长到
哈密瓜大小之前，我们的花费主要
集中在妈妈身上。比如说，在妈妈
刚刚孕育你的时候，她对气味和食
物的味道一度非常敏感，所以我轮
拨更换了所有的润肤乳、洗发水和
沐浴露。而且随着妈妈身形的急速
变化，孕妇装、防辐射服、软底鞋、
孕妇内衣、安睡枕……这时的妈
妈，就是母婴商家最爱的“大肚购
物狂”。

要着急，等到你的生长进入稳
定期之后，爸爸的购物清单里便开
始逐渐有了你的影子。为你全面健
康发育补充的营养素、蛋白粉，还
有为你做胎教下载的付费App，虽
然这些物品还是进了我们的眼耳
鼻舌身意，但这是我和你妈妈人生
中第一次体验为自己的孩子购置
东西，这是此前所有的购物快感都
无法比拟的愉悦。

当宝贝你来到成长发育的第7

个月，为你买来一个小世界，是爸
爸和妈妈眼下最重要的采购任务，
从奶瓶、消毒锅、纸尿裤、到婴儿
床、推车、床铃，以及许多我们此前
根本没有概念的安全别针、婴儿湿
巾、爽身粉、定型枕。而且宝贝，就
在我此刻为你写下这些文字的时
候，你的妈妈还在用iPad看各大母
婴论坛，参考其他妈妈的购物心
得，以此来完善她的购物清单，我
的付款账单。

我看到的一个统计数字显示，
目前一个孕妈妈在孕期的花费，要
到1万9千元左右，而且阶段性异常
明显：孕早期主要是买孕妇用品，
中期重点集中在孕妇的营养品和
日常消耗品上；到了晚期则转向产
后恢复的用品和新生儿用品。眼
下，你的妈妈也在向这个数字加倍
努力，而且越来越乐在其中，这真
应了那句话——— 女人的心情，三分
天注定，七分靠shopping。

不过，宝贝，我并没有因此而
对你妈妈心生不满。相反，这让我
有一种恍然觉悟的明晰。在你来到
我们中间之前，我曾经非常不理解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孕妇，哪怕笨重
如企鹅，也要去商场亲力亲为购
物；但现在我能感受到，孕育中的
女人，会由内心生出一种“筑巢”的
愿景，这虽然跟激素分泌有很大关
系，但喜悦和责任，才是让她们停
不下来购物的更重要的原因：在孕
妈妈亲力亲为的购物过程中，她们
能够更加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身体
的变化和需求，还有肚子里宝宝的
点滴成长。

当然，在购物这件事上，还是
你妈妈最有发言权。宝贝，就让我
转述她对为你疯狂购物的看法：

“怀孕时期，是女人生命中最特别
的9个月，为孩子购物也好，自己逛
街消遣也好。让我开心是最重要
的。”

宝贝，
你存在于我长长的
购物清单里

抗抗过过敏敏性性鼻鼻炎炎最最好好适适应应过过敏敏原原
致鼻炎的过敏原20多种，想依靠疫苗难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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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爸日记⑩

增强体质是预防和治疗的关键

（上接B01版)

“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首先
要做一个过敏原检测。”王仁
忠说道。过敏原又可分为吸入
性和食入性两种，吸入性过敏
原主要是呼吸时吸入致敏物
质导致过敏，食入性则跟饮食
有关。王仁忠表示，“我们院列
出了20多种常见的过敏原，一
般70%的患者都能检测出来。”

“如果知道自己对什么过
敏的话，避开过敏原就可以有
效防止过敏性鼻炎的发作”，
王启荣表示，“不过我认为更
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慢慢适应
这种过敏原。例如对化妆品过
敏的人，可以每天在面部边缘
擦一点，慢慢增加，可能逐渐
就适应了，不再过敏。”不过也
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过敏原，

“有些病人在济南过敏严重只
能到外地去了。我就曾经有个
病人，是从广州来济南的，一
到济南就过敏，回广州就好
了，像这种只能去外地。还有
的病人我就推荐去海南了，实
在没办法。”

脱敏也是治疗过敏性鼻
炎的一种办法，不过目前还
没有很完善的脱敏试剂。根
据王仁忠的介绍，目前已经
有了针对螨虫过敏性鼻炎的
过敏药，不过需要连续服用
两年，同时，针对花粉过敏的
脱敏试剂也正在研制过程
中。“这其实就是现在国际上
比较流行的免疫治疗，大多
数小孩子服用脱敏药效果比
较好，不过很多家长等不了

那么长时间。”但是，王启荣
认为，由于很多人不只对一
种过敏原过敏，“这种疫苗以
后的效果也很难说”。

目前，对过敏性鼻炎的
治疗主要依赖药物，分为外
用和内服两种。外用的包括
激素类（主要是局部喷在鼻
子里）和抗组胺类（即常说的
抗过敏药）。同时，王仁忠提
醒：抗组胺类药物只能用于7

岁及以上的儿童。
不同于西医，中医还讲

究从体质方面寻找病因，王
仁忠认为：“从中医上来讲，
过敏性鼻炎主要是由于气
虚、阳虚的体质引起的，因此
我们有针对这个病的内服中
药，用以调理体质，还有用于

穴位贴敷的中药等。”此外，
从中医上来讲，每天按摩鼻
梁两侧的迎香穴，也有助于
提高免疫力，减少过敏反应。

过敏性鼻炎患者继续发
展，会从季节性演变成常年性，
王启荣认为，“如果是常年过敏
性鼻炎，特别是春秋两季都会
发作，每次发作时间两个月以
上，这样的患者可以考虑手术
治疗，但也不是100%有效。”

最后，专家提醒，为了预
防和治疗过敏性鼻炎，最根本
的是增强身体体质，平时一定
要注意保持好的睡眠，不熬
夜；过敏体质者饮食上要保持
清淡，尽量不吃鱼虾等海产
品；对于冷热交替敏感的鼻炎
患者，可多用冷水洗脸。

由于用于外喷在鼻子里
的药物含有激素，很多人担心
通过这类药物会摄入激素，从
而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针对
这种担心，李峰解释道：“治疗
过敏性鼻炎的激素使用剂量
都很小，不足以引起全身性反
应。只要遵守医嘱，使用2-3个
月完全不会有问题，也不会形
成药物依赖。”王启荣也认为，
很多人现在对激素药物有一
定的误解，不必过于担心。

还有很多过敏性鼻炎患
者并不去医院检查，喜欢自己
到药店买点抗过敏的药物治
疗。但是，专家提醒，治疗过敏
性鼻炎需对症下药，不可自己
随便乱用药。例如鼻减充血剂

（包括麻黄素等），“并不推荐
患者使用，最起码不能长期使
用，容易引起药物性鼻炎。”

李峰就曾接诊过这样一
位病人，“自己买的云南白药
往鼻子里喷。一方面云南白药
不是抗过敏的药，另一方面，
粉末状的药粉喷到鼻子里刺
激鼻腔，反倒会加重过敏。”

此外，有的过敏性鼻炎患
者自己在网上查阅资料，吃了
好久的抗生素不见好转才去
医院。专家提醒，不要随便吃
抗生素，抗生素对单纯的过敏
性鼻炎并没有什么作用。“只
有鼻炎引起扁桃体发炎或鼻
窦炎的时候，可能会用到抗生
素。

治过敏性鼻炎不可乱吃抗生素

生活环境不是越干净越好

随着现在生活条件的改
善，人们的居住环境也越来越
清洁，接触病原微生物的机会
越来越少。殊不知，人体的免疫
系统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被
微生物侵犯后一次次逐渐完善
的。病原体既会让人生病，也会
促进人体免疫系统逐渐完善。

王启荣表示，“平时我们
应该多接触抗原，并不是说身
边的环境越干净越好。”

据王启荣的门诊经验，城
市的孩子患过敏性鼻炎的几
率要比农村的孩子大得多。城
市家庭往往特别注意卫生，室
内打扫得一尘不染，孩子的玩

具也会定期消毒，孩子更没有
机会像农村的孩子一样捉虫
子、玩泥巴。因此，相比农村与
自然环境接触机会多的孩子，
城市家庭的孩子身体免疫系统
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可以
忽视生活环境的卫生状况。王
仁忠提醒大家：“家里要常开
窗通风，尤其是对螨虫过敏的
患者。家里的被褥要常晒一
晒，床单可以用开水煮煮，都
可以杀死螨虫。”对花粉过敏
的鼻炎患者，家里不要养花，
春秋季节出门的时候要戴上
口罩。

鼻炎当感冒治会伤身

因为感冒和过敏性鼻炎
的症状有很多重合之处，例如
鼻塞、打喷嚏等，很多人常常
分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过敏性
鼻炎，还是只是感冒了。特别
是过敏性鼻炎第一次发作的
时候，很多人都以为是感冒。

王仁忠说，“有些人之所
以分不清是感冒还是过敏性
鼻炎，是因为感冒药里一般都
含有抗过敏成分扑尔敏，例如

999感冒冲剂、力克舒等，因此
犯鼻炎后有些人吃点感冒药
也能有所好转。”，但是王仁忠
提醒过敏性鼻炎患者，吃感冒
药治疗过敏性鼻炎并不可取，
感冒药中除了抗过敏成分还
含有其他药物成分，长久下去
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李峰也碰到过这样的患
者：“整天流鼻涕、打喷嚏，以
为自己是感冒了，打针吃药的

十几天还没好，来医院才知道
自己原来是过敏性鼻炎”。

据李峰介绍，“感冒是一
种时限性病症，无论是否打针
吃药，一周左右的时间都会自
愈。但是过敏性鼻炎可能持续
很多天，如果打喷嚏、流鼻涕
超过一个周还没有好转，就应
该考虑是不是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是发作性
的，可能一阵凉风吹过，就不

断打喷嚏，不过一会儿可能就
好了。感冒是持续性的，少则两
三天，一般一周”，王仁忠说。

同时，王启荣也给大家介
绍了区分感冒和过敏性鼻炎
的方法：“感冒是周身性的症
状，例如伴有低烧，全身酸疼
乏力，嗓子疼等。过敏性鼻炎
就只有鼻腔及周边的一些症
状，鼻腔干燥发痒、打喷嚏、流
鼻涕、眼睛发痒流泪等。”

症状 过敏性鼻炎 感冒

打喷嚏
阵发性，一连打几个甚

至几十个。清晨及过敏性刺
激后会打

任何时间都
可能打，但并不持
续

流鼻涕

清水样涕，持续很久。
伴随外界刺激，同时会有打
喷嚏、鼻痒、鼻塞等伴随其
他打喷嚏等现象

不典型，清水
涕会在3-4天后转
为浓涕

鼻塞
鼻塞不严重，程度与外

界过敏刺激有关

由病毒引起，
鼻塞较严重，鼻腔
黏膜组织迅速水
肿

鼻痒 明显 不明显

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如何区分

四种症状至少满足两项或两项以上，便可诊断是过
敏性鼻炎。

其也症状：
1、过敏性鼻炎相对病程长，有可能常年，或呈现季节

性；感冒一般在一周左右。
2、感冒会导致全身乏力，发热，肌肉酸痛，咳痰等；过

敏性鼻炎全身表现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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