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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Ai不孤单

在临床上，许多癌症患者会出
现腹泻的情况，医学上把这种腹泻
称为“肿瘤相关腹泻”。

部分患者的腹泻与疾病相关，
是肿瘤进展的一种临床表现，大部
分患者是由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
治疗的毒副作用引起的。腹泻轻则
影响患者生存质量以及治疗信心，
重则危及生命甚至造成死亡，那么
该类患者出现腹泻应如何处理呢？

很多人觉得吃得多泻得就多，
因此出现腹泻后就减少进食，其实
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肿瘤科内科副主任梁婧表示：

“如果肿瘤患者出现腹泻情况，又不
及时补充能量，机体就会出现缺水、
缺钾缺钠，进而引发低蛋白血症、贫
血，甚至并发严重感染危及生命等。
如果患者出现腹泻不应该盲目断
食，而是应该合理调整饮食。”

梁婧建议，出现腹泻情况也要
进食，不过要清淡饮食，肿瘤病人
日常要吃高纤维的食物，但是出现
腹泻之后就要吃低纤维、高蛋白、
高糖、低脂肪的食品以及好消化的
食物，例如粥、面汤等，少食多餐，
进食温和性食物。

依据腹泻的分级不同，应对方
式也有所区别。当肿瘤患者出现腹
泻时，要尽可能找出腹泻的原因，
以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争取尽快
恢复正常排便。

如由化疗引起的腹泻，那么在
化疗停止后或可好转；由靶向药物
引起的，应咨询医生对症处理，尽
量继续服用靶向药物；而由免疫治
疗或放疗引起的肠炎，除需对症处
理、保护肠黏膜，部分病人还需要
使用激素治疗，因此及时就医，医
生根据不同病症给予不同的治疗
方案是十分必要的。

“最忌讳的就是患者自行解
决，有些患者遇到问题时往往最先
想到的不是询问医生，而是上网搜
索，将各种网络上的答案应用到自
己身上，这种做法很可能因为操作
不当而耽误病情。”梁婧说。

因此，做好预防工作，积极应
对，必要时及时就诊，医生会根据
患者的病症，通过饮食调节、药物
治疗、补液、胃肠外营养等方法给
予患者最恰当的治疗方式。

关于轻度腹泻，没有其他并发
症的腹泻患者可采用相关药物进
行保守治疗，并密切观察，注意补
充水分，避免脱水。

关于重度腹泻，需住院监测，并
采集粪便样本进行显微镜检查，在
医师指导下给予药物或输液治疗。

除了饮食上做出相应的调整，
腹泻排便次数多，腹泻物含有大量
有害细菌，会导致皮肤损伤、疼痛，
病人肛门周围皮肤常因粪便刺激
发生炎症，故每次便后应用软纸揩
拭，用温水均匀地清洁肛门附近区
域，注意清洁，去除有害细菌。

梁婧表示，癌症本身是对患者
的一个严重打击，出现腹泻情况更
加重了患者的苦恼，增加了患者精
神上的负担。因此家人要从生活上
多关心、体贴患者，使患者从心理
上得到安慰，消除对癌症的恐惧心
理和苦恼，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韩虹丽

受疫情影响，浙江多家医院
的整体业务量下降明显。一方面
是因为人们担心在病人集中的
医院，有被疾病感染的风险；另
一方面其实也是疫情倒逼生活
方式的改变，勤洗手、出门戴口
罩、少去人员密集的地方，这些
我们从幼儿时期就知晓的“好习
惯”，在这次疫情中得到全面落
实，爱扎堆、爱围观的“陋习”也
在被改变。

进一步分析医院业务量下降
明显的科室，不少医院院长都提

到儿科患者减少最为明显，每逢
冬春换季期儿童呼吸道疾病流行
的高峰也不复存在。这背后是孩
子们出门频率减少，即使外出也
都戴上口罩，“病从口入”的不少病
源都被口罩“拒之门外”。

儿科“遇冷”还带来另一个
层面的反思：过去但凡孩子有点
小痛小痒、小咳小涕，焦虑的父母
会立即带着孩子上医院，而且怕
基层医院、县区医院看不好，要去
就去省市级大医院，过度扎堆让
大医院人满为患，挂号、排队、检

测、等候……一圈折腾下来，本没
有生病的孩子在医院可能都被折
腾出问题。家长过度医疗的就医
观念，导致儿科资源浪费严重，也
给儿科医护人员造成压力。

面对疫情，人们减少了外
出，孩子出现一些小毛病，家长
首先会想到居家观察，尽量不去
医院，要去则去离家近、人少且方
便的社区医院。正是在观察期中，
家长或许就发现，只要多喝点水、
清淡饮食，孩子的小毛病就自愈
了，社区医生提到的“注重家庭保

健，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能够
预防疾病发生”，这些原本被家长
忽略的常识也产生了“奇效”。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个重
要医学经验正是被事实无数次
证明的“预防为主”，特别是预防
传染性疾病，分餐制、不随地吐
痰等是重要的预防方法。“餐桌
革命”与个人健康息息相关，培
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健
康素养，正成为百姓自觉践行的
行动，对于推进实施健康中国行
动也大有裨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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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身上长小红疙瘩
花两千做过敏原检测

“刚开始在脸上，后面慢慢
地扩展到前胸后背，严重的时候
全身都长满了。”西西妈妈说，孩
子五个多月大，出生后没多久就
开始断断续续出现湿疹，经常反
复，一直好不了，很是令人发愁。

原来，西西在没满月的时
候，脸上和脖子上就长了一些湿
疹，抹保湿霜仔细护理之后有点
好转。在三个月大的时候，身上
开始出现一片片的红色小疙瘩。

“因为特别痒，孩子就老用
手抓，我把他指甲剪得特别短，
他还经常抓破头皮和脸，也哭闹
得很厉害。”西西妈妈说，孩子原
本夜里能连续睡五个小时左右，
湿疹严重的时候影响睡眠，往往
睡一两个小时就会醒来大哭，哄
很久才能哄睡。

后来，西西妈妈花了两千
元给孩子做了过敏原检测，检
查结果显示对小麦、牛奶、鸡
蛋、花生等过敏，如果西西妈妈
要给孩子喂奶，就严格忌口。

“不少人告诉我，说孩子大了就
会好了，可是这样下去，啥时候
是个头儿呀？”

对于西西妈妈遇到的难题，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主
任黄磊介绍，婴儿湿疹在临床上
也称婴儿期特应性皮炎，俗称

“奶癣”，是由基因及环境等多种

内外因素所导致的一种变态反
应性皮肤病，多发生在出生1-6
个月的时间内。

“皮疹的部位通常对称地发
生在面颊、两眉、额头及头皮处，
少数可浸润到胸部、背部、颈项
以及上臂等地方，形态也呈现出
红斑、水疱、丘疹、糜烂、结痂、渗
液、脱屑等，可伴有瘙痒、反复发
作，持续的时间很长等特征。”黄
磊说，大多数会在2岁以内痊愈，
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但是冬季容
易复发。

其实，不光孩子会得湿疹，
不少成人也被湿疹折磨。济南市
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丽
华说：“湿疹是皮肤科最常见的
疾病之一，发病原因不是特别清
楚，但是可能跟一些内在或者外
在的因素有关系。比如本身比较
容易过敏的人，还有一些食物，
像鱼虾牛羊肉等，对一些人来
说，也容易引起湿疹皮炎样的改
变。”

到底是什么诱发的
患者须做“生活家”

其实，生活中的不少物质会
与湿疹发生关联，还有一些生活
环境的改变，比方说炎热的季
节，比较干燥的冬天，也有可能
会诱发湿疹。“还有接触化妆品、
肥皂、染料、添加剂、防腐剂、色
素等等，都可能诱发或者加重湿
疹的发生。”黄磊说。

据介绍，湿疹按照病程来
分，可分为急性发病期、亚急性
期和慢性期这三种，每个时期的
皮损不同。急性发病期皮疹一般

呈多形性，边缘浸润不清，大多
数呈对称性分布，瘙痒剧烈，最
初一般仅仅是一处，接着会迅速
扩散，通过治疗可以痊愈，但很
容易复发。

黄磊说，慢性发病者，皮疹
干燥粗糙，色素也很沉着，也有
的呈苔藓样变，并且边缘比较清
楚，自己会感觉剧烈的瘙痒，抓
破瘙痒处后可见少许渗液或者
出血，病程长短不定，轻重不等，
经久不愈。

“有些湿疹很难找到病因，
有些也可以通过斑贴试验，明
确一部分接触性皮炎的致病原
因。”王丽华说，如果做了实验
之后发现对某一个东西有反
应，日常生活当中就应尽量避
免接触。

王丽华提醒，尽管过敏原检
测有助于发现一些容易过敏的
食物，但是也没必要夸大检测的
作用。“过敏原检测可以给临床
提供参考，但是还要患者用心去
观察寻找，发现接触或吃了什么
东西之后，皮损会加重，如果检
查提示对某种食物过敏，但是吃
了以后并没有加重，也不用一味
忌口。”

“轻症宝宝可以不用药，适
度保湿就能好。中重度湿疹可
外用糖皮质激素、中药制剂等，
严重湿疹也可遵医嘱间歇使用
他克莫司等免疫制剂。”黄磊
说，皮肤瘙痒难耐的患儿，推荐
使用抗组胺药。当皮肤破损感
染时，需抗感染治疗，细菌感染
可外用莫匹罗星软膏、红霉素
软膏等；真菌感染可使用派瑞
松。

对待慢性湿疹
别一好转就停药

遇到湿疹不要过度担心，规
范治疗非常重要。激素类药物该
如何使用？“不要盲目地害怕激
素，规范使用可以将药物的疗效
达到最大化，同时把不良反应降
到最低。”王丽华说，如果湿疹很
严重，也不能单纯外用激素治
疗，还可以加一些口服或者静脉
用药，快速地控制病情。

“还有很多湿疹可能找不出
原因，这种情况下就要调整生活
的方式，比如不要熬夜，不要吃
辛辣刺激的食物，别症状一好转
就停药。”王丽华说，尤其是慢性
期湿疹，最好能维持治疗一段时
间，减少反复发作概率。

对于湿疹患者来说，做好保
湿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平时
该如何注意这方面的护理？

王丽华说，用保湿剂的时候，一
定要足量使用并选择合适的方法，
尤其是湿疹发作的第一周，一定要
用足量。另外，洗完澡3分钟到5分钟
之内，应该抹上保湿剂，生活中也要
做好保湿，让皮肤维持在一个最接
近正常的状态。如果洗澡不方便，可
以用温水打湿毛巾裹在皮肤上，10
分钟之后，用稍微干点儿的毛巾一
擦，然后在三分钟之内抹上保湿霜。

“保湿剂不用纠结哪种品牌，
只要没有什么不舒服都可以用，
像凡士林、甘油等，但是不主张
用纯的那种油脂，比方椰子油、
橄榄油等，有的研究也认为可能
会造成皮肤屏障功能的损伤。”
王丽华说。

儿科“遇冷”，小孩突然不爱生病了？

癌症患者出现

腹泻怎么办？

早上醒来突然发
现孩子身上某个部位
长出一片小红疙瘩，
一不留意还被小手抓
破了，检查发现是湿
疹发作。湿疹，对于很
多“宝妈”来说并不陌
生，也是婴幼儿皮肤
护理的难题。其实，造
成湿疹的原因有很
多，有些可以通过检
查发现，而有些却无
法明确具体发病原
因。医生表示，规范治
疗和做好保湿等，是
应对湿疹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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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缠的湿疹
要像“侦探”一样寻找诱发病因，做好保湿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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