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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洁

多数“皮痒痒”

为皮肤瘙痒症

近日,三十多岁的冯丹坐到
皮肤科医生的诊室,述说“难言
之痒”。进入10月份以来,每当衣
服穿薄了,或者回到家换衣服的
空当,冯丹的腿上、胳膊上或者
后背上就会起疙瘩,像被蚊子叮
咬过一样,不过这些疙瘩总是成
片出现,大的小的都有。“特别
痒,忍不住不停地抓挠,过一会
儿就不见了,下次受了凉还会起
疙瘩。”她描述。

领教过如此滋味的人都
知道,“痒”给皮肉带来的苦并
不亚于疼痛,而天气转凉以来,
山东省皮肤病医院田洪青主
任的诊室中,每天都会迎来多
位“皮痒痒”的患者,他们着急
地描述着皮痒的症状和感受,
好像一分钟都忍受不了了,有
的症状如冯丹,属于急性皮肤
过敏症,如遇寒凉引发的荨麻
疹。而更多的患者 ,“痒”伴随
的症状与脱皮有关。

“一到春、秋季,皮肤就很
干,脸、手、脚干得很难受,脱皮
很夸张。”40岁的张女士说,尤
其是泡了冷水后,手也开裂了,
一小道一小道的血口,一冬天
好不了。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
科主任张春敏的诊室中,全天
五分之一的患者是皮肤瘙痒
症。“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
至三四岁的孩子,都有。”她说,
这两类人群的皮脂腺分泌皮
脂的功能都欠佳,不过不少中
青年人洗澡频繁,但不注意保
养,也容易患上皮肤瘙痒症。

山东省皮肤病医院主任
医师田洪青说,气温下降,皮脂
腺的油脂分泌也减少了,加上
秋冬季节早晚温差大 ,空气中
的湿度较低 ,皮肤中的水分
蒸发较快 ,人会感到皮肤比
较干燥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
人 ,由于皮脂腺本身分泌皮
脂功能减退 ,滋润作用不足 ,
就更加容易皮肤干燥、粗糙、
脱屑、瘙痒 ,同时,再加上一些
外部的刺激 ,如过多使用肥
皂、洗衣粉等。

田洪青说,皮肤瘙痒症的
典型表现在四肢部位,尤其是
小腿外侧的皮肤,看上去很干
燥,可伴有细细的脱屑,严重者
有鱼鳞状的脱屑。此外 ,急性
过敏性皮肤病如荨麻疹,也是
秋凉季节较常见的皮肤病,秋
季温差较大,易造成微生物感
染 ,如细菌、病毒等进入人体
后,会引起一些过敏反应,如有
些人在喉咙痛、感冒后引发荨
麻疹。

顽固、全身性瘙痒

或是全身性疾病的线索

治疗皮肤病,找到致病原
因而对症治疗,效果无疑事半
功倍。田洪青说 ,患上皮肤瘙
痒应有意识地寻找可能的致
病原因,如冷风、酒精、辛辣调
料等过敏源,过度疲劳和精神
过度紧张,是否洗澡水温度太
高、洗澡太频繁了等。

此外,皮肤瘙痒有时候还
可能是其他全身性疾病的线
索,值得警惕。张春敏说,一位
70岁的老人感觉皮肤瘙痒来
就诊,怎么吃药、保养都不好,
医生建议他去做全身性的检
查,结果被诊断为肺部肿瘤,外
在的皮肤病有时是躯体内其
他疾病的线索。

“由皮肤瘙痒进而查出糖
尿病来的太多了。”张春敏说,
如肝病患者的胆红素分泌过
高也会引发皮肤瘙痒,还有肿
瘤、血液疾病、甲亢以及红斑
狼疮等免疫性疾病,也会表现
为皮肤瘙痒,全身性疾病伴随
的皮肤瘙痒一般是全身性的、
皮肤没有明显的干燥症状,但
就是痒,且顽固难治。

不过,大多数的皮肤瘙痒
只是单纯的皮肤问题。张春敏
认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屋里
大都很暖和,有的人甚至一天
洗一个澡,其实破坏了皮肤分
泌的油脂层,也就起不到阻碍
水分蒸发的作用,加上又不注
意在洗澡后涂抹保湿霜保养,
导致皮肤越来越干,瘙痒也不
可避免了。医生们提供了以下
皮肤保养的建议:

(1)注意保暖。皮肤得到
血液的滋润,干燥的程度就轻,
不容易引发瘙痒等。

(2)注意补水。可在专业
皮肤科医生的指导下选用一
些适合自身的乳液或润肤霜。
对于特殊皮肤病患者如特异
性皮炎等,患者要加强保湿护
理,这样秋冬季引起皮肤病复
发和加重的机会就会大大减
少。

(3)注意饮食。多运动,促进
血液循环,多喝水,还要多进食
青菜、水果、鱼类,注意保持营
养的平衡,少吃辛辣食品。

(4)改变不良的生活方
式。尽量少接触含有化学成
分的物品,如洗衣粉；皮肤瘙
痒时 ,切忌抓挠或用开水烫 ,
可搽一些药膏或服用一些抗
过敏药物；平时要少用肥皂洗
手,注意滋润皮肤。

(5)使用保湿护肤品。洗
澡所用沐浴液应尽量选用PH
值小的,因为即便再中性的沐
浴液相对于人体皮肤来讲也
是偏碱的。

激素类药膏

长期用会加重感染

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或多
或少、或轻或重地有皮肤病 ,
而皮肤病一旦上身,不少人马
上自己想办法应急。然而 ,日
常许多应急措施是错误的,可
导致皮肤病越来越重,或久治
不愈。田洪青主任总结了几个
皮肤病治疗的误区:

误区一 :洗澡可以缓解瘙
痒。

秋冬季皮肤干燥,油脂分
泌本来就少,洗澡时除了会洗
掉附着在身体上的灰尘、污
垢,同时也会洗掉皮肤表面的
油脂,洗澡不仅不能缓解瘙痒,
还会加重瘙痒症。

误区二:皮肤瘙痒就涂“皮
炎平”。

激素类药膏虽然对许多皮
肤病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但治
标不治本,而且也不是对所有皮
肤病都适用,如感染性皮肤病就

不能使用激素类药膏,感染性皮
肤病如单纯疱疹、痤疮、毛囊
炎、足癣、体癣和股癣等皮肤病,
盲目用激素类药膏会加重病情
和耽误治疗。

误区三 :激素类药膏可以
长期使用。

长期大量使用激素类药
膏,用药部位可出现程度不同
的皮肤萎缩、变薄 ,毛细血管
扩张、皮肤潮红或产生淤点、
淤斑 ,皮肤干燥、发黑或呈鱼
鳞病样变化 ,以及出现脱发、
多毛、激素性粉刺等。长期使
用激素还可诱发或加重感染,
使感染病灶蔓延、恶化。

此外,激素类药膏也不是
人人都可以用。婴儿及儿童皮
肤较薄嫩,对激素的敏感性大
于成年人,所以,小孩应尽可能
减少药物的用量,仅用低效或
者不含激素的药膏；有慢性病
的老年皮肤病患者应慎用激
素类药膏 ,特别是高血压、糖
尿病、心力衰竭、癫痫及精神
病患者,尤其不宜过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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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话眩晕之二十：

神经衰弱头晕了

怎么办？

我们曾经在“正本清源话眩
晕之十八”时谈到：目前“全民焦
虑”的社会现实使很多人都头晕、
失眠。轻者神经衰弱，重者焦虑抑
郁。神经衰弱时期的主要表现就
是失眠、易激动、头晕(如裹重物，
头昏沉不清)、头痛。

那么我们如何通过预防或治
疗神经衰弱症，从而解除头晕、失
眠等不适呢？

神经衰弱实质上是大脑皮质
神经细胞功能的失调。引起失调的
原因是神经系统受长期紧张的、超
强度的、转变剧烈的、互相矛盾的、
不规则的、单调的刺激。按照中医

“治病必求于本”的治疗原则，治疗
神经衰弱应该首先解除神经系统
的过度负担，缓和神经系统的紧张
状态，增强神经系统的活动过程，
使其重新协调和健壮起来。

神经衰弱的朋友们都急切地
希望医生能够用特殊有效的方法
在短期内把病治好，这种心情我特
别理解。但是，如何预防或者治疗
呢？有特效药吗？能很快治好吗？

调动自身一切积极因素是解
除神经衰弱症的“特效药物”。我
们渴望着脱离困境，恢复健康，早
日过“正常人”的生活。这就是调
动积极因素的主要方面。

战胜疾病的另一个积极因素
就是医生，医生的治病信心自会
通过谈话、检查、处理等微妙地影
响病人。神经衰弱病人就诊时一
般主诉甚多，有的医生对之会流
露出“无能为力”甚至不耐烦的表
情。病人头痛，医生也“头痛”。烦
不胜烦，或用简单的方法处理了
之，会让求助者失去治病的信心。
医生不仅要积极地思考病人得的
是什么样的病 ,更要思考得病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人着眼，才
能找到疾病的核心病机，从整体
入手，才能调动五脏六腑，平衡阴
阳气血，并肩作战才能医患者密
切配合，治愈的速度加快，求助者
的痊愈希望也越大。

中医认为：“人和社会是一个
整体”。在神经衰弱症的预防与治
疗中，还要调动社会上各方面的积
极因素，动员那些了解病人思想情
况、性格、爱好的家属、同事、老师、
同学、朋友一起来帮助病人进行治
疗。从思想、生活、工作、学习、休息
等各个方面予以关心。一个宽容有
爱的环境是调节情绪、保持积极向
上的沃土。

太极拳有助于缓解本症。
太极拳以“心静”“体松”为基

本要领，练拳时要全神贯注，用
“意”来引导动作，意动身随。在优
美音乐的渲染烘托下，产生安宁
轻松的情绪 ,全身舒适 ,使动作更
加柔和、均匀连贯、圆活自然、完
整协调。神经系统处于这样一种
高度和谐的状态，根据诱导规律
的作用 ,可以形成一股冲垮神经
衰弱病理恶性循环的力量。这正
是中医“调神”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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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皮痒痒痒痒

汗流浃背的季节
终于过去了,人们发现,
好受的日子并没多久 ,
随着天气渐冷 ,不少人
开始“皮痒痒”了。这不
是一句骂人的话。每逢
秋冬季 ,各医院皮肤科
门诊都会迎来许多皮
肤瘙痒的患者 ,他们中
有的皮肤发红 ,有明显
的皮疹症状 ,有的毫无
皮疹症状,却瘙痒难耐。
医生说 ,寒凉季节是瘙
痒症和寒冷性荨麻疹
的多发时节 ,恰当的皮
肤保养很有必要 ,而有
些不明原因的皮肤瘙
痒则可能是大病的线
索,不可忽视。

洗澡次数：秋冬季，成人一周一
次、小孩一周两次就可以了。如果平
时与外界接触比较多，一周洗两次
也就可以了。

过热的水洗澡，会加速体内水
分的蒸发。水温不应该与体温相差
太多，40℃左右比较适宜，泡澡的话
建议在38℃左右。

根据皮肤的干、油性质，选择不
同的剂型。应在刚洗完澡皮肤处于
潮湿的状况下涂抹，此时毛孔还是
微微张开的，比较容易吸收、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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