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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四种甲状腺疾病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流感或普通感冒后 1-2 周发病，起病急，临
床表现为发烧，甲状腺肿痛和甲状腺功能异
常。急性发作期时会出现一过性甲状腺功能
亢进，与前面说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容易混
淆，治疗上也大相径庭。

甲状腺是人们内分泌腺体之一，位于喉下部和气管上部，也是最表浅
的内分泌腺。 甲状腺可以合成和分泌甲状腺激素，对机体的生长和代谢起
着重要调节作用。 当甲状腺出现激素合称过多或过少时，机体就会受到影
响。 近年来，我国甲状腺疾病有高发趋势，一些人查出后会很紧张。 那么常
见的甲状腺疾病有哪些呢？本报邀请到了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内分泌科邵
海琳主任为大家进行讲解。
甲亢

甲亢是指甲状腺合成和分泌过量的甲
状腺激素，为甲状腺自身免疫病。 主要临床
表现为多食、消瘦、畏热、多汗、心悸、激动等
高代谢症候群，大便次数增多，以及不同程
度的甲状腺肿大和眼突、手颤、颈部血管杂
音等为特征，但不典型的病例常常会被误诊
为更年期、心脏病、消化系统疾病、甚至肿
瘤，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严重的可出现
甲亢危象、昏迷甚至危及生命。
甲减

由于甲状腺激素合成不足或生物效应

不足引发的一组代谢紊乱综合征。此病多见
于中年女性。
成人的甲状腺机能减退，不少由于甲状
腺手术切除、长期抗甲状腺药物治疗或使用
放射性 131 碘治疗甲亢导致。 主要表现为
怕冷、皮肤干燥少汗、粗糙、泛黄、发凉、毛发
稀疏、干枯、指甲脆、有裂纹、疲劳、瞌睡、记
忆力差、智力减退、反应迟钝、轻度贫血、体
重增加。甚至可以影响心血管系统引起心律
缓慢、心包积液等。
而发生在婴幼儿儿童身上的甲减，
如不及时治疗， 会出现智力障碍和生长

慢性桥本性甲状腺炎

迟缓。 要分为：呆小病、幼年甲低、成人甲
低三种。
亚急性甲状腺炎

亚急性甲状腺炎临床较常见，本病常于

新生儿家庭防护六注意

天热谨防儿童“夏季皮炎”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如今， 很多年轻人没有护理过孩子的
经验。 殊不知，正确的护理对宝宝健康是非
常重要的。 那么在新生儿家庭防护中，应该
注意什么呢？ 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儿童
重症监护中心专家为大家支招。

前屈或者过度后仰。 如果给予俯卧时，需要
专人看护防止窒息。
三、 要避免随意将物品阻挡在新生儿
口鼻腔或按压宝宝的胸部。

防止宝宝窒息三注意

一、新生儿衣被要用纯棉布缝制，穿着
舒适，易于清洗和高温消毒，宝宝不会产生
过敏反应。 衣服应宽松、肥大、容易穿脱。 不
要用扣子、夹子，更不能用别针，以防损伤
皮肤和内脏。
二、为清洁皮肤，减少感染机会，要坚
持每天给新生儿洗澡。 洗澡时室温要求
26~28 度，水温 38~40 度。洗澡水好用流动
水， 将婴儿专用的沐浴液先涂在在大人手
上或小毛巾上，再给宝宝涂，然后用清水把

在医院的时候，宝宝刚出生，还没有开
始呼吸前，护士就会很迅速地清除口、鼻部
的粘液及羊水，保持宝宝呼吸道通畅，以免
引起吸入性肺炎。 回到家里后，家人该怎么
保证呼吸畅通呢？
一、 父母要经常检查宝宝的鼻孔是否
通畅，常常清除鼻孔内的分泌物。
二、要保持宝宝适宜的体位，一般采取
右侧位， 如果宝宝仰卧时应该避免他颈部

预防宝宝感染三注意

泡沫冲洗干净，用毛巾擦干全身。 在腋窝、
颈部、 腹股沟等皮肤多褶皱处洒些宝宝爽
身粉。
三、 新生儿脐带一般于出生后 3~7 天
脱落， 每天洗操后要用酒精锦签消毒脐窝
处，避免脐炎的发生。

七成肿瘤患者忍痛生活
日前， 由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疼痛诊疗
专业委员会、 天津市抗癌协会肿瘤麻醉与
镇痛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 “中国生命关
怀协会疼痛诊疗专业委员会年会”暨“天
津市抗癌协会肿瘤麻醉与镇痛专业委员会
年会”在津举行。 天津市抗癌协会肿瘤麻醉
与镇痛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天津市肿瘤医
院疼痛科科主任王昆介绍， 癌痛是肿瘤患
者最常见的伴随性疾病， 发生率高达
61.6%， 然而 70%的疼痛患者未接受规范
化的镇痛治疗。
2017年中国癌症统计年报数据显示，
中国癌症患者的数量不断攀升， 癌症新发
人数增加到 368 万，占世界的 1/4。 疼痛是
肿瘤患者最恐惧的疾病之一，发生率较高，
近 60%在接受抗肿瘤治疗的患者会出现
疼痛， 其中 50%的疼痛为中度至重度疼
痛，30%为难以忍受的重度疼痛。 即使是已
经治愈的肿瘤患者， 其疼痛患病率也高达
33%。
根据 2017 年全球疼痛指数显示，90%
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身体疼痛， 癌痛则是
所有疼痛中种类最多、类型最全、机制最复
杂的一种，会随着肿瘤进展而不断变化。 约
有 69%患者的疼痛症状会影响机体的正常
功能，如果得不到及时缓解，可能连日常最
简单的翻身、坐起、进食、睡眠都无法进行，

严重影响其身体机能和抗病能力， 并使手
术、放疗、化疗等抗肿瘤治疗的耐受能力和
效果降到最低， 最终使患者生存期大大缩
短。 更危险的是，疼痛还会给病人造成“病
情复发”或“病情加重”的不良暗示，使患
者悲观、绝望，丧失治疗信心，轻则可以使
患者焦虑、烦躁、抑郁，重则甚至产生恐惧
和自杀的意念。
“在中国，癌痛治疗不足仍是普遍存在
的现象，约有 70%患者的疼痛并未得到有
效控制。 ”王昆主任指出，肿瘤患者大多伴
有不同程度的疼痛，尤其是晚期患者，疼痛
发生率达 70%—90%。 然而，由于患者和
家属对于癌痛认知度不高， 再加上部分医
务工作者忽视了疼痛管理， 导致能接受规
范化镇痛治疗的患者仅为 30%左右，治疗
现状不容乐观。 如果能尽早接受规范化治
疗，70%以上的癌症疼痛都可以达到有效
缓解，大大改善生活质量。
患者还要远离癌痛五大常见误区：
误区一：癌痛不是病。 许多人都认为癌

症伴随疼痛是种正常现象。 在第一次疼痛
发生后， 仅有 28%的患者在 1—10 天内就
诊，1/3 以上的患者在疼痛发生一个月后乃
至半年以上才会就诊。 第一次因疼痛就诊
后， 仅有 35%的患者会在 10 天内得到治
疗， 多数患者接受疼痛治疗的时间在一个

慢性桥本性甲状腺炎是自身免疫性甲
状腺炎最常见的原因，其临床特征是无痛
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大，体内存在针对甲
状腺的高滴度抗体。 多数此类患者出现甲
状腺功能减退症的表现，但早期甲状腺功
能尚能维持在正常范围之内，少部分患者
可出现甲状腺细胞破坏，表现为一过性甲
亢，一般不需要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当出
现甲状腺功能减退时需要甲状腺素替代
治疗。
专家提醒： 要正确认识甲状腺疾病，重
视甲状腺健康，有上述症状者需要到内分泌
科就诊，及时治疗，以免耽误病情。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月之后。
误 区 二 ：出现癌痛就没有治疗价值了。
30%以上的癌症患者在早期就会出现疼
痛，半数以上患者在治疗期间会有疼痛，而
疼痛的出现并不意味癌症到了难以控制的
程度，即使是晚期患者出现疼痛，也应予以
积极治疗。
误 区 三 ： 癌痛治疗治标不治本。 除了
吃止疼药外， 疼痛治疗还包括粒子植入
术、射频消融术等技术手段，都是通过直
接杀死肿瘤细胞起到缓解作用，能起到杀
死肿瘤细胞和缓解疼痛的双重功效。 而神
经丛毁损、 神经阻滞和药物治疗等手段，
也能够通过缓解疼痛而极大地改善生活
质量。
误区四：吗啡容易成瘾。 实验研究和临
床实践均证实， 癌痛患者口服吗啡或应用
透皮贴剂，极少成瘾，吗啡的成瘾率只有万
分之三。 使用阿片类药后，一旦疼痛病因得
以控制，在疼痛消失后，随时可安全停用阿
片类药。
误区五：杜冷丁止痛效果更好。 杜冷丁
的止痛效果只有吗啡的 1/10， 且一般用于
急性疼痛，而癌痛多为慢性疼痛，需要反复
用药，如果使用杜冷丁反复注射，则会形成
局部严重的纤维化， 其代谢产物还可能导
致严重的神经毒性。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夏天，儿童尤其是婴幼儿，皮肤在经受
日晒或蚊虫叮咬、出汗或是过度使用防痱子
的护肤品后， 皮肤会出现大大小小的皮疹，
有的还会伴有瘙痒或发烧症状，医学上把这
一类皮疹统称为 “夏季皮炎”。 武警后勤
学院附属医院儿科中心专家指出，孩子有皮
疹后要及时降低环境的温度和湿度。
夏季皮炎主要是热出来的，因此，孩子
患上夏季皮炎后， 第一时间要考虑是不是
环境温度高、湿度大造成的，首先要降温和
除湿，保持居室通风，看疹子是否能消退。
很多家长担心“空调病”对孩子健康的危
害，空调一会儿开、一会儿关，或是尽量不
开空调，结果环境温度过高，孩子就容易出
现夏季皮炎。 所以，在高温天气里，有儿童
尤其是婴幼儿的家庭， 最好科学合理地使
用空调来降温去湿， 白天的温度可保持在
25℃左右，夜间温度可保持在 27℃左右。
很多夏季皮炎是家长过度给孩子皮肤
防护造成的。 所以提醒家长，在孩子出痱子
后不宜再使用十滴水、花露水等，以免加重
皮肤炎症，进而发展为夏季皮炎。

出游要预防腰背疼痛
■ 本报记者 雷春香

如今，很多人都会选择假日里与家人、
朋友出去走一走，但是，在享受假日快乐的
同时，有些人经常会感觉腰背疼痛，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呢？ 天津医院中西医结合治疗推
拿科主任范桐顺提示，造成腰背疼痛的原因
有很多，其中跟人们的不良习惯有关，提醒
大家一定要警惕生活中的那些不良习惯。
假日出行， 自驾游已经成为生活中很
重要的一部分，其实开车的坐姿也有讲究。
开车的坐姿应随时注意保持脊柱和缓的 S
形曲线，不要把身体整个窝进汽车座椅里，
会使脊柱成 C 形。 进入宾馆休息时，睡觉
的姿势可不能马虎。 仰卧时放一个枕头在
膝关节下方，有利于维持自然脊柱曲线。
要想预防腰背疼痛，一定要纠正不良习
惯，除此之外，也可以选择一些简单易行的
锻炼方式， 如每天进行腰背部伸展运动，增
强背肌和腹肌力量， 每次 10 分钟， 每天 2
次，有利于预防腰背痛。 多变化姿势，这样可
以锻炼背部和腰部的肌肉，从而缓解腰背疼
痛，范桐顺主任提示，锻炼前先要做上下肢
屈伸或步行等热身运动，以放松肌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