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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炎热，谨防腹泻
夏天，很多人会经常“拉肚子”，
那么为

交替出现，或者发作期的症状逐渐加重。诱

什么会这样呢？浙江新安国际医院消化内科

发慢性腹泻的原因是精神压力大、劳累、饮

主任俞菊英介绍，其实腹泻分两种：急性和

食失调、某种细菌或病毒的感染等，
会伴随

慢性。急性腹泻多跟饮食有关，急性感染性

发热、腹痛、营养障碍等症状。

会引起腹泻。

这些都会导致身体受凉从而出现腹泻。这

３尧天热胃肠抵抗力下降
天热出大量汗时，人需要补充充足的

腹泻的成人患者通常由病原体引起，
大多是

那么很多人会问？夏季为什么腹泻如

水分，这样一来就会冲淡胃酸的浓度，降

因为使用了不洁的食物造成的。比如，
痢疾

此高发呢？俞菊英认为，主要有六个原因：

低胃肠的抵抗能力，使进入人体的病原菌

杆菌（即志贺菌）引起的急性细菌性痢疾、
大
肠杆菌引起的出血性腹泻、沙门氏菌引起的

有机可乘。

１尧夏季食物易变质

物，以及在空调房中穿了露肚脐的衣服，

４尧夏季多不良饮食习惯

个时候的身体症状表现为肚脐周围疼痛，
同时伴随有肠鸣的情况，并且排出的大便
不仅水样，同时还是黄色。

６尧喝没有烧开的不干净的水
夏季爱喝凉水，如果喝没有烧开的不

腹泻等。急性感染性腹泻起病急，通常在感

夏季温度高 、湿度大，给肠道致病菌

染的两天内就会发病，除了腹泻，还可能伴

的生长提供了条件，使剩饭剩菜更容易变

夏季人们长期待在空调房中、贪吃冷

腹部阵痛、浑身乏力等，
有呕吐、发烧、畏寒、

质。变质的食物，会引起拉肚子，因为里面

饮等，都会对胃肠造成不良刺激 ，引发腹

俗话说，
“好汉禁不住三泡稀”，由于

一天排便次数达 ３ 次以上，
甚至一些重症患

细菌很多。

泻。以及油腻、不卫生或者未做熟的食物

排便规律每个人都不一样，从一天 ３ 次到

都会引起拉肚子。

３ 天一次都可视为正常范围，因此，腹泻

者一小时内就可排便 １０ 余次。通常急性感
染性腹泻的患者排出的黏液脓血便以黏液
为主，排便后还有里急后重之感。
相比急性，

２尧夏季肠道传染病增加
夏季苍蝇、蚊子、蟑螂大量繁殖，它们

５ 夏季贪凉受冷导致腹泻

慢性腹泻非常隐蔽、
不易察觉，通常病程可

容易携带病原，传播疾病，稍不注意日常

夏天，很多人喜欢吃冷食，喝凉啤酒

达 ２ 个月以上，通常患者的发作期与缓解期

饮食卫生，就吃了带有病菌的食物 ，可能

等。如果吃了太多的冷饮或者是偏冷的食

干净的水，会引起拉肚子 。有些纯净水长
时间不喝，也会滋生细菌。

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很多人也不重视腹
泻，来医院以后，都已经发展到严重的程
度。大家出现腹泻的症状时，一定要及时
就诊，以免贻误病情。 （新安国际医院）

传承、
奉献、关爱、铭记，嘉兴一院庆祝中国医师节
举办，来自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 内

老一辈血防人在艰苦条件下战胜血吸虫病

献身人类的健康事业；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

“弘扬崇高精神，聚力健康中国”
的主题，嘉

８ 月 １９ 日是第二个中国医师节，围绕

科、肾内科、
消化内科、
风湿内科、血液内科、

的光辉历程，
充分体现了精湛的医术和高尚

和神圣；敬佑生命，救死扶伤，平等仁爱，尊

兴市第一医院第二届
“医师节文化周”活动

肿瘤内科、
感染科、儿科的各科医师，为百余

的医德。这是嘉一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全

师重道……”铿锵有力的誓词，激励着现场

掀起高潮。

位市民义诊咨询，
受到欢迎。

院医师后辈学习的榜样。

每一位医务人员，
将医者初心和使命放在心

当天一早，院领导及相关职能科室负

下午一点半，医院在报告厅举办
“不忘

院领导为本届医师节文化周推选的二

上、扛在肩上、落实到行动上，
永不懈怠。

责人，分组前往临床各科慰问一线医师，赠

初心，
医路前行”为主题的医师节庆祝大会，

十四位
“闪亮之星”
人物授章，
他们中有将满

送蛋糕，
向医师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美好的

院党委班子、
中层干部及各科医师代表共计

腔热情扑在工作上、一心救治患者的“敬业

祝愿。医师节前夕，院领导还慰问了离退休

２００ 余人参加。

之星”
；有悉心教导学生、传承医者师道的

“始终战斗在救死扶伤第一线”，这是

大会特邀嘉兴市首届医师终身荣誉奖

“教学之星”；
有潜心科研、开拓创新让患者

医师最庄严的承诺，未来，广大嘉一医师

获得者、本院退休专家乌文琳主任医师作

获益的
“科研之星”
……他们是 嘉一医师在

将一如既往地肩负起人民群众的重托，用

各个岗位积极进取的优秀代表。

实际行动筑起保障嘉兴人民健康的“钢

医师代表、生病住院医师、援疆援贵等医师
及家属。
上午九点，
“嘉兴一院‘２０１９ 年中国医

《五十五载血防情》人文讲座。乌文琳主任医

师节’三服务送健康义诊”活动在门诊大厅

师回顾五十五载从事血防工作的经历，
再现

院长姚明领誓中国医师誓言，
“我志愿

院党委书记钱钢代表党委班子向全院
医师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铁”长城。

（嘉兴一院）

嘉兴市第二医院获批嘉兴市残疾儿童市级定点康复机构
随着国家对残疾儿童康复事业的支

陪同下来嘉兴市第二医院康复医学中心

了相应的负担。

些致残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和方法，可以

持与发展，不断改善残疾儿童康复状况，

现场考核，嘉兴市第二医院顺利通过考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是第三次全国残

预防或减少致残性疾病和伤害的发生，

促进残疾儿童全面发展，减轻残疾儿童家

核，获批为嘉兴市残疾儿童市级定点康复

疾预防日，
“嘉兴第三个残疾预防日宣传

限制或逆转有疾 病而引起的残疾 ，并在

庭负担，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社会保障

机构。嘉兴市残疾人联合会给予每位在嘉

活动暨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大型义诊

残疾发生后防止残 疾转变成为残障。通

体系，残疾儿童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与扶

兴市第二医院康复治疗的残疾儿童每年

活动”在合乐城开展，嘉兴市第二医院康

过此次全国 残疾预防 日儿童康复志愿者

持。

最高 ２．４ 万元的康复补助，主要针对言语、

复医学中心儿童康复的志愿分队儿童康

义诊活动，让 更多的残疾儿童家庭看到

近日，以嘉兴市残疾人联合会胡志俊

智力、肢体（脑瘫）残疾、孤独症等康复训

复治疗师杨美霞和张玮涛参加了义诊活

春天，让更多的人了解：残疾预防 ，从生

副理事长为组长的专家组在嘉兴市第二

练的补助，这不仅给残疾儿童的治疗带来

动。遗传、发育、外伤、疾病、环境和行为

命源头做起。

医院韩炳江副院长、医务科褚闻来科长等

更便捷和优质的康复服务，更为家庭减轻

等危险因素是常见的致残原因，针对这

（嘉兴二院）

打针也能拥有好皮肤、好身材？这些知识你学到了吗
汗腺逐渐萎缩，从而达到去除腋臭的目的。

它没有副作用。比如说，在眉毛周围，若肉

而美容针因为效果好、见效快 ，受到了越

现在，医学美容技术越来越多样化，

经之间信息的传导，来放松紧绷的肌肉，
使得皮肤呈现紧致的状态。因此，玻尿酸

很多人想知道，注射肉毒素是否安

毒素的注射部位超过“安全区”，则很可能

来越多爱美人士的欢迎 。其中，注射肉毒

对静态皱纹效果较好（如法令纹），适用于

全，其 实完全不必有这样的担心 。据潘主

造成眉毛下垂、眼睑下垂、眼袋翻出等，严

素和玻尿酸最为常见。很多人不清楚，同

隆鼻、隆下巴等；而肉毒素对于动态皱纹

任说，肉毒素是一种神经毒素，它对成人

重者还会出现发烧、乏力、呼吸困难等。这

样是美容针 ，肉毒素与玻尿酸有哪些区

效果更好（如抬头纹、眉间纹等）。

的极限剂量是 ４０００ 单位以上，但是用于

些临床表现与注射部位和注射肉毒素的

美容治疗时，一般每次只用 ５０～１００ 个单

剂量、美容师的专业与否有关。因此求美

别？可 以用来做什么呢？今天，嘉兴市中医

与传统的拉皮、小切口除皱等方式相

医院医学美容科主任潘孙峰就来跟我们

比，肉毒素除皱只需将一定剂量的肉毒素

位，仅仅是危险剂量的 １％到 ２％，而且是

者应慎重，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选择有经

聊一聊。

注射进目标区域即可，具有损伤小、见效

注射到局部的肌肉组织内，不会作用到全

验的医生。

快、操作方便、价格易于接受、不影响工作

身，所以非常安全。此外，肉毒素的作用是

此外，以下五类人不能使用肉毒素去

等显著优点。

暂时的，其药性一般在 ４～６ 个月内逐渐

皱美容：孕妇、哺乳期妇女；重症肌无力

消失，不会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损害。

症、
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上睑下垂患者；身

据潘主任介绍，玻尿酸注射在我们皮
下真皮层，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皮肤中
含有的玻尿酸含量会出现降低，代谢程度

除了广为人知的除皱作用外，肉毒素

也会减慢，用人工注射的方式可以填平凹

还被广泛应用于调整面部的不对称、瘦脸、

陷，增加皮肤保湿度。而肉毒素主要作用

瘦肩、瘦小腿、下颌缘提升等医学美容项

用肉毒素多年，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有什

不过，潘主任表示 ，国内外美容界使

在我们皮下的肌肉层，
通过阻断肌肉和神

目，甚至可以通过在腋下注射肉毒素，使大

么问题，但现在没有发现副作用并不等于

体非常瘦弱，有心 、肝、肾等内脏疾病的
人；过敏体质者等。
（市中医院 潘孙峰 包璐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