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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精神神压压力力是是年年轻轻人人脱脱发发第第一一诱诱因因

七七类类药药会会引引起起水水肿肿

提到水肿，或许大家都会
和心脏、肾脏等疾病联系起来，
会担心自己是不是患了疾病。
其实，除了疾病因素，很多药物
也可能会导致水肿，医学上称
为药源性水肿。归纳起来，容易
引发水肿的常见药物主要有7
大类。

1 .各类降压药。钙离子拮
抗剂(如硝苯地平、氨氯地平和
维拉帕米等)容易引起水肿，其
特点为早晨轻、午后重，常见于
双踝部，少数可发生在面部或
其他部位，使用利尿剂可减轻
症状。老年人血管致密性差，较
易发生，长期坐着工作的病人
也容易发生。此外，β-受体阻

滞剂(如美托洛尔、普萘洛尔)、
α-受体拮抗剂(如哌唑嗪)、直
接血管扩张剂(如肼苯哒嗪)、血
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药(如厄
贝沙坦、缬沙坦)与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抑制剂(如依那普利、培
哚普利)等，均可能导致血管性
水肿。

2 .糖皮质激素。长期大量
应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如泼尼
松、甲泼尼松、倍他米松等，可
引起水盐代谢紊乱，使肾小管
对钠离子重吸收增加，导致水
钠潴留，出现药物性肾上腺皮
质功能亢进，如全身浮肿、满月
脸、水牛背、向心性肥胖等症
状。

3 .降糖药物。胰岛素是常
引起水肿的降糖药物，其引发
的水肿多发生于开始治疗阶
段，常见面部和双下肢水肿，重
者可波及全身，多为一过性、自
限性。在降糖治疗前血糖水平
越高，使用胰岛素后血糖水平
下降越快，引发水肿的可能性
就越大或时间就越早。除胰岛
素外，口服降糖药中的噻唑烷
二酮类胰岛素增敏剂(如罗格
列酮、吡格列酮)也可能导致水
肿，一般为轻至中度下肢水肿，
多数伴体重增加。

4 .非甾体抗炎药。使用非甾
体抗炎药的患者有3%~5%可出现
神经末梢水肿，以吲哚美辛、保

泰松较多见，常见于四肢水肿。
罗非西布引发水盐潴留、高血压
和加重充血性心力衰竭的危险
性更大。该类药物还可致血管神
经性水肿、黏膜水肿等。

5 .口服避孕药。口服避孕
药及蛋白同化剂，可致水、钠、
钙、磷潴留，导致水肿发生。一
般表现为会阴水肿、下肢轻度
凹陷性水肿。

6 .精神治疗药物。氯丙嗪
会使体内排钠减少，可导致部
分患者出现水肿。

7 .部分中草药。长期使用
甘草、人参等中草药，可导致机
体水钠潴留而引发水肿。甘草
中含有甘草甜素和甘草次酸等

成分，具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
作用，会引发水肿。

一旦身体出现水肿，患者
应及时就医，进行肾功能、肝功
能、心功能检查，排除相关疾病
导致的水肿；如果检测结果均
正常，再看自己是否服用了上
述七类药物；如果服用了上述
药物，回想一下水肿发生的时
间是否在服用药物之后，最终
可确诊药源性水肿。

一旦确诊为药源性水肿，
不用太惊慌，及时就医，停用导
致水肿的药物，更换其他治疗
药物即可。情况严重时，可采取
限盐、利尿等对症治疗，症状便
会逐渐消失。

没有权威数据证

明“脱发年轻化”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
科主任医师杨淑霞告诉记者，
我国目前没有进行关于脱发
的全国范围内的流行病学调
查，“由于我国历史数据的缺
失，没有办法进行对比，所以

‘脱发年轻化’的说法很难成
立。”

“只能说，大家的生活水
平越来越好了，对外表的关注
度越来越高，更多的人关注到
了脱发，所以有很多年轻人，
甚至是孩子前来就诊。”杨淑
霞解释说，“我们会问来就诊
的小孩，家里的长辈有没有人
脱发，如果有，会继续问他们
的脱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多人会回答说，长辈们在自
己这个年龄段还没有脱发。”

“但这只能算是患者自己
的一种认知，是不是(脱发)真
的有年轻化的趋势，尚不能据
此作出结论。”杨淑霞说。

关于植发的人群，杨淑霞
解释说，年轻人一直都是植发
的主力军，而且这个趋势今后
也不会改变，因为年轻人会面
临择偶、就业等问题，对形象
要求比较高。“如果一定要说
有一个变化趋势的话，就是对
外表要求比较高的中老年人
越来越多了，植发的人群也开

始‘老龄化’了”。

“精神压力”是脱

发第一危险因素

1992年出生的张灿(化名)
现在是北京大学理论物理专
业的一名博士生。4年前，他从
吉林大学被保送到北京大学
进行5年制硕博连读。北大课
程的难度和密度，远远超出了
张灿的预期，他以前每天倒头
就睡、睡眠时长至少8个小时
的生活被打乱了。

理论物理、量子规范场
论、广义相对论……“课上一
遍根本听不懂，只能课下反复
看书，然后完成课后作业”，上
专业课的那一年半，张灿基本
都是上自习到半夜两三点才
回到寝室，早晨7点又起床去
上课，即使偶尔回来得早，躺
在床上也会失眠睡不着。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早
晨起床后，枕头上到处都是自
己的头发。曾经头发浓密的张
灿，发际线开始不断后退。等
到研二结束时，张灿头顶的头
发只剩下稀疏的细软毛发了。

张灿的这种脱发情况，正
是杨淑霞所说的“休止期脱
发 ”同 时 伴 有“ 雄 激 素 性 秃
发”，她解释说：“休止期脱发
是一种大家不太熟悉的脱发
类型，却是发病率最高的一
类。”

休止期脱发是由多种应
激因素引起过多的生长期毛
发进入休止期后，出现休止期
杵状发过多的脱落。“这种脱
发类型是普遍存在的，其最常
见的发病原因是压力、紧张、
睡眠不足等”。

杨淑霞指出，休止期脱发
一般会在诱发因素发生3个月
以后出现，也就是说患者3个
月后才会发现掉发多。如果纠
正这个诱发因素，在纠正开始
后的4～6个月，头发才会慢慢
地恢复生长。

杨淑霞进一步解释说，脱
发分很多种类，整体来说，由
精神压力大而产生的焦虑等
情绪，是目前脱发的最主要原
因。精神压力大会对人体的免
疫状态产生影响，“在皮肤科，
很多疾病比如湿疹、银屑病、
白癜风、斑秃等都和精神压力
有很强的关联性。”

脱发患者该如何进行自
查？杨淑霞建议，如果发现掉
头发突然变多，一般是休止期
脱发，要回忆3个月前发生了
什么事，找原因，将诱发因素
纠正即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始掉，但就是头发越来越少，
尤其是头顶部位，一般就是雄
激素性秃发，该类脱发应该尽
早治疗，从而尽可能多地挽救
头发；而斑秃一般是会自愈
的，这类患者不要过度关注自
己的头发，心情要放轻松，因

为由此产生的焦虑状态会改
变身体免疫状态，免疫状态的
改变又会加重脱发，从而形成
恶性循环。积极调整好心理和
身体状态是斑秃治疗的首要
条件。

“脱发年轻化”的

宣传加剧了年轻人对

头发的焦虑

杨淑霞在门诊中发现，很
多脱发的年轻人会有一些心
理问题。曾经有一位患者认为
自己脱发严重到皮肤科就诊，
杨淑霞告诉她只是正常脱发，
并不会影响患者的外表容貌，
但是患者还是在自己“快秃
了”的担忧中无法自拔。

“有很多来门诊的患者对
头发的关注度过高，从而加剧
了他们内心的焦虑和压力。”
杨淑霞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
担忧，“现在媒体对所谓‘脱发
年轻化’的宣传其实加剧了年
轻人对头发的焦虑。”

杨淑霞表示：“现代年轻
人的焦虑来自各方面，可能会
出现咬甲癖、拔毛癖等由心理
问题而产生的行为疾病，这在
门诊中经常见到。”

刘禺目前是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的博士后，他从小就有
咬指甲的习惯，“考试的时候，
是咬指甲咬得最厉害的时候，
常常会咬破流血，虽然感到疼，

但还是会咬；另外就是上课的
时候，还有看剧情比较紧张激
烈的影视作品的时候也会咬指
甲。”

刘禺觉得“在焦虑比较严
重和精神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会觉得指甲是有棱角的。”今年
已经27岁的刘禺，记忆里只剪
过两三次指甲，剩下长出来的
指甲，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咬掉
了。刘禺已经做了两年多的心
理咨询，他很清楚自己咬指甲
的癖好是由于内心焦虑所致。

杨淑霞在门诊中如果遇到
由心理问题而引发疾病的患
者，她会建议患者先去心理门
诊就诊。在采访中，杨淑霞多
次强调，年轻人还是应该理性
看待自己的脱发情况，不应该
给自己带来太大的压力，“相
比于外表，内在美更为重要。”

张灿的头发掉了之后，在
父母的强制下也曾经两次去
医院就诊，但都没有效果。张
灿本人对脱发这件事并不是
很介意，他自己也经常拿发际
线这件事和同学开玩笑，“因
为生活中还有其他很多比头
发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担心。”

通过前两年近乎“死磕”
地钻研功课，今年博士五年级
的张灿已经连续拿了3年奖学
金，并且在今年赶上了第一波
秋季招聘，找到了自己喜欢的
工作，同时还有一份很可观的
薪水。

今日山航

日前，一条题为“最小15
岁，80后、90后已成植发主力
军”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为传播，
视频中，上海华山医院的医生
说，现在主流治疗脱发的人群
是80后、90后，他们成为植发主
力军。

视频中医生的说法，引起
了网络上众多年轻人对自己脱
发状况的焦虑。人民日报官方
微博转发了这条视频，该微博
下点赞数第二高的评论为：“90
后还没脱贫就已经脱发，心疼
自己一秒钟。”而此前，“90后已
经秃了”，某款以预防脱发为卖
点的洗发水去年“双11”热卖的
新闻和自媒体文章频繁出现。

这些甚嚣尘上的言论不禁
让人疑惑，当下年轻人的脱发
状况真的已经非常严重了吗？
脱发真的年轻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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