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 H IV /艾滋病窗口期？由

于人免疫缺陷病毒（H IV）感染检测

存在着“窗口期” ，即从 H IV 进入人

体到血液中产生足够量的、 能用检

测方法查出 H IV 抗体之间的这段时

期。在窗口期虽测不到 H IV 抗体，但

体内已有 H IV ， 可以通过 H IV 核酸

检测查到， 因此处于窗口期的 H IV

感染者同样具有传染性。

为什么网上 H IV /艾滋病窗口

期说的时间都不一样？

1、窗口期 3 个月：由于早期艾滋

病研究中，全美艾滋病研究基金会提

出了艾滋病窗口期为 3 个月的观点

被世界卫生组织所采纳，并被编写入

世界各国的医学教科书，因此这也是

很多人查看早期文章、书籍或网络上

窗口期 3个月的主要出处。

2、窗口期 6 周：近年来，由于艾

滋 病 研 究 的 发 展 以 及 酶 联 法

（ELISA）等 HIV 抗体检测手段的不

断出现，保守估计，艾滋病窗口期已

经缩短到 6 周。 由于该方法可以自

动化，不需要人工检测，因此这种方

法也是目前很多综合医院最常采用

的检测手段之一。

3、窗口期 2-3 周：随着第 4 代

艾滋病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对 HIV�

急性感染和近期感染的检测窗口期

可以缩短到 15-20 天。 因此部分医

疗单位为了提高早期诊断效率，现

已经采用第 4 代艾滋病检测试剂

盒， 大大缩短了艾滋病诊断的窗口

期，减少了患者的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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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春以来， 我省肛肠疾病患者

呈现持续上升势头，其中以便血、疼

痛为最常见症状， 若治疗不及时可

引发贫血、皮肤湿疹、妇科炎症、直

肠恶化、 肛门功能失常等一系列并

发症，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直肠癌

也成为继肺癌和肝癌后的第三大

“健康杀手” 。 为提升全民肛肠健康

水平，普及正确的防治病理念，贵阳

东大肛肠医院发挥专科优势， 推出

“春季肛肠公益体检惠民活动” ，免

费为全省百姓做肛肠检查。

为什么肛肠疾病在春季高发？

一是春节期间食入的高热量食物，经

过一段时间的潜伏和积累，开始蠢蠢

欲动，让肠胃内热蓄积，极易刺激直

肠黏膜而致便秘、便血。 二是春天一

到，各种易致肠道疾病的细菌、微生

物随之增加、活跃，开始侵犯人体，导

致肠道多种疾病发生。三是早春期间

风、湿、热盛行，会使得原有肛肠疾病

复发或加重。

肛肠疾病种类繁多、 症状相似，

如果不是专业的肛肠体检很难鉴别

区分，尤其是比较容易混淆的痔疮和

直肠癌。 就痔疮而言，其本身治疗难

度并不大，但若未经专业检查却容易

掩盖直肠癌，威胁生命健康。 直肠癌

早期并没有明显症状， 或仅是便血，

而患者往往因医学常识缺乏，认为便

血是痔疮所致， 不予重视或盲目自

治，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此外，肛裂、肛瘘、肛周脓肿、肠

息肉、直肠脱垂也是较为常见的肛肠

病，出现便血或疼痛时就要及时到医

院就诊，查明病因，对症治疗。如果任

凭疾病发展， 结果反而小病拖成大

病，不仅增加了治疗难度，而且增加

了治疗成本与痛苦。

春季是肛肠疾病的高发季节，也

是治疗的黄金时节。因为春季天气温

暖，有利于药物的吸收，且伤口愈合

较快，不易感染，较其他季节治疗可

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贵阳东大肛肠医院 “春季肛肠

公益体检惠民活动” 旨在让老百姓

花更少的钱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 3

月 15 日—25 日活动期间，参与普查

者可享受免挂号费、 免专家会诊费、

免电子肛肠镜检查费以及治疗费优

免等众多福利，凡有便血、肛门疼痛

等肛肠不适者， 皆可报名参与普查。

预约电话：96800。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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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期是多久

陈皮，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喜爱

的养生保健药。 有着“一两陈皮一

两金” 的赞誉，陈皮有很多使用方

法。

防晕车 最常见的用法就是

用来治晕动病。 乘车（船）前 1 小

时，每隔 20 分钟放 1 片进口腔，崩

解后吞下；车（船）开动后每隔 10

分钟放 1 片进口腔，崩解后吞下即

可起作用。

清肠 取番泻叶 10~15g，陈皮

6g，开水 1000ml 冲泡，密盖 20 分

钟，分 2~3 次饮服。 番泻叶具有泻

下的作用，可以行气通便，加上陈

皮可清洁肠道。

抑菌 陈皮对浅部真菌有抑

制作用。 用陈皮可以治皮肤癣菌

病。 将干燥陈皮粉碎浸泡于 95%乙

醇后提取， 分别制成 25%陈皮酊和

25%陈皮软膏，涂抹于患处即可。

治咳嗽 用干橘皮 5 克，加水

2 杯煎汤后，放少量姜末、红糖趁热

服用。 也可取鲜橘皮适量，切碎后

用开水冲泡， 加入白糖代茶饮，有

化痰止咳之功效。

综合

陈皮泡水治咳嗽

筑城医讯

一粗 给白米饭添些杂豆 (红

豆、绿豆、芸豆、豌豆等)、杂粮(糙米、

大麦米、玉米碎、燕麦等)，如果爱吃

面， 就在精白面粉中加些玉米粉、黄

豆粉、紫薯粉。

二杂 主食包括谷类、薯类和杂

豆，可以多样化、粗细搭配，适量选择

全谷类制品。

三适量 在总热量范围内计算

好主食量， 粗粮可占到主食总量的

1/3 左右，普通人也推荐吃一些粗杂

粮、全谷物，开始少量添加粗粮，不超

过总比例的 1/4，逐渐适应后可增加

到 1/3。 《健康时报》

医生：会导致贫血、内分泌失调，还可能影响生育

为减肥可不吃主食？

都说三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很多人为了减肥，宁肯多吃点菜也不

吃主食，但这样真的健康吗?

近日据报道，27 岁的小宁是一

个体重 160斤的胖妹子， 从去年 12

月起，她为了减肥，每天只吃不加油

盐的水煮蔬菜和鸡蛋，3个月减到了

125斤。 然而，减肥成功的小宁却频

繁出现头晕、胸闷、心悸、冷汗淋漓

的症状， 结果被查出患上了低血糖

症。

湖北省中医院肥胖专科主任肖

明中表示，盲目节食，不吃主食和肉

类，除了引起低血糖、贫血等疾病，

还可能影响生殖功能。

增加心脏病风险 美国的一项

最新研究调查了 4 万多名 30-49 岁

瑞典女性的饮食习惯发现， 富含碳

水化合物的主食吃得相对越少，肉

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吃得相对越

多， 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发病风险

就越高， 是其他正常吃主食女性的

1.6倍。

增加大肠癌风险 胃里少了淀

粉食物， 身体的能量供应就成了问

题，就只好从蛋白质里分解。 蛋白质

分解供能产生大量废物， 增加肝脏

和肾脏的负担， 促进大肠的腐败菌

增殖，容易导致肠癌。

大脑退化 主食吃得少， 碳水

化合物摄入远远不足人体需要，会

导致体内重要物质的匮乏，如：葡萄

糖减少就会导致大脑思维活动受影

响。 可产生精神不振、 注意力不集

中、思维迟钝、焦虑不安等，严重影

响大脑思维。

内分泌失调 不吃主食可能会

使身体内分泌被打乱，长此以往，身

体就容易出现内分泌失调的情况，

例如皮肤长痘、长斑，严重的甚至还

会出现大量脱发的问题。 女性还有

可能会因此出现月经不调、 闭经等

严重问题。

低血糖 长期不吃主食， 容易

导致低血糖，使人出现心慌、头晕、

精神萎靡等症状， 严重危害人的身

体健康。

营养不良 主食是提供身体能

量的必需品，不吃主食、仅靠蔬菜充

饥，往往能量来源不足，不仅容易饥

饿，而且蛋白质摄入不足，长期会造

成严重的营养不良。

易发胖 有些人不吃主食，却

相应地吃了更多的肉类， 人体本该

从主食中摄取的能量不足， 就转而

从油脂中获取，人体摄取油脂多了，

体脂增加也就难以避免了。

减肥减出低血糖症

不吃主食的危害

如何正确吃主食

贵阳东大肛肠医院———

开启公益活动 肛肠病免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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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谢丽·本顿介绍，

职业倦怠通常有 5个迹象：

1、失眠和精疲力竭。 睡眠紊乱是

职业倦怠的明确迹象之一， 上班族

应该工作时精力充沛， 下班时成就

满满。2、工作中感到孤独无助，没有

同事可以帮忙。3、没有成就感，觉得

工作没有意义。4、苛求完美，一旦达

不到就异常沮丧， 特别容易产生倦

怠感。5、没有下班时间，无法与亲朋

好友共处，工作与生活失衡。 新华

你有职业倦怠吗

不妨一试

今日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