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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防止蚊子的侵袭

呢？ 栾立云副主任中医师给大家

支了几招。

首先， 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

是支好蚊帐， 最好穿上长袖长裤

和袜子，以阻挡蚊子。这一方式对

于儿童来说尤为重要。

其次， 正确使用电蚊香等灭

蚊工具。 无论是电蚊香液还是电

蚊香片， 都是通过电力持续加热

挥发出灭蚊物质的， 灭蚊时间比

较长，效果也比较好。

另外，涂抹驱蚊花露水。 特

别是晚上出门时， 可提前喷上

驱蚊花露水。 驱蚊花露水中的

驱蚊酯或避蚊胺等成分能够有

效驱赶蚊虫。 但是有些产品号

称能够有效防蚊 12 小时， 可能

涉及虚假宣传。 一般而言，10%

浓度的避蚊胺能够有效防蚊 2

小时。 因此，大家晚上出门前使

用驱蚊花露水也要注意在室外

停留的时间。

袁雨 周碧莹

专家支招： 夏日防蚊，试试这样做

2018 年 4 月的一天， 刘爷爷躺在床上午

休时突然感觉到左侧乳头旁有点痛，而且疼痛

持续不断。 他感觉很奇怪，拉开汗衫看了看疼

痛处，不红不肿，并无任何异样，就没有想太

多。 可是， 这样的疼痛一直持续了近两年，从

2020 年春天开始，89 岁的刘爷爷左乳痛感越

来越严重了，一开始只是像被轻轻撞了一下的

痛感， 后来简直就像有台搅拌机在左乳中搅

拌，而且左乳乳头竟开始时不时地流出少量液

体。

到医院检查，穿刺病理结果显示，刘爷爷

左乳肿块为乳腺浸润性癌。

尽管最终刘爷爷手术后出院，但儿女还是百

思不得其解，“我们家中三代从未有人患过癌症，

而且我父亲平时饮食健康，不抽烟不喝酒，又经

常下地干农活锻炼，怎么会得乳腺癌？ ”

对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外

科的李中琦副主任医师表示，男性罹患乳腺癌概

率较低，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他提醒广大男性朋

友，如若出现乳房肿块、疼痛，乳头溢液、内陷，

胸肌粘连等症状，需引起高度重视，并尽快就

医检查。 王蕊 晋曦

89岁的老爷爷 得了乳腺癌

就医时发现自身权益受到损

害，想投诉不知道渠道？ 看这里！ 贵

阳晚报“医疗美容行业新闻监督热

线” 开通。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违规医疗，

请告诉贵阳晚报，我们将和医疗主管

部门一起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新闻监督热线：0851-85870512。

随着 “医疗美容行业新闻监督

热线” 的开通，《贵阳晚报》将一如

既往地担起媒体的监督作用。

同时， 本报长期向广大读者征

集线索，联系相关职能部门，剑指医

疗服务领域中的违规行为； 我们将

依托全媒体力量，让陷阱曝光现形，

让违规医疗行为无处躲藏。

遭遇违规医疗

请与本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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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人来说， 夏天睡前蚊

子专属的“嗡嗡嗡” 之声简直如同

灾难一般：不仅声音令人心烦意乱，

有时被叮咬之后还会觉得瘙痒难

耐， 严重影响心情和睡眠。 夏日防

蚊，也成了大家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不采取措施怕蚊子叮， 采取措施又

怕对身体有不良影响， 还有一些所

谓的“防蚊神器”效果堪忧。

蚊子专爱 O型血？

专家：没有依据

有些人爱招蚊子似乎是天生

的。 有不少人埋怨， 一群人聚在一

起，有时候蚊子会“偏爱” 自己，不

叮别人专叮自己。 流传着一种说法，

称蚊子更喜欢 O 型血， 人多的时候

也喜欢挑 O型血叮。“我也不是 O型

血呀， 为什么蚊子还是盯着我不

放？” 生活中能听到许多人发表这样

的疑惑。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

副主任中医师栾立云告诉记者，蚊

子确实会更喜欢一部分特定的人

群，但是和血型没有关系。 “如果一

个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

或者汗腺发达、体温相对高一些，那

么一般情况下更容易招蚊子。” 栾立

云医生介绍， 目前并没有可靠的证

据表明， 不同血型的人对于蚊子的

吸引力有差别。

有些驱蚊商品

安全性未知

为了避免夏天在室外活动时被

蚊子“骚扰” ，许多人购买了被视为

“驱蚊神器”的防蚊手环。 戴上手环

就能远离蚊子， 这个方法看起了简

单又方便，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 但

同时也有人表示， 防蚊效果非常有

限。

记者查阅了在某互联网购物

平台所售卖的此类商品， 发现其

主要的驱蚊成分为香茅、 柠檬桉

叶、薄荷等植物精油。 栾立云副主

任中医师向记者介绍：“此类物品

的防蚊原理主要是通过精油气味

的挥发来达到驱蚊的目的。 ” 其成

分中的香茅、 柠檬桉叶等精油会

散发出蚊子不喜欢的气味， 蚊子

自然不愿意靠近。

但是这些“神器” 防蚊效果有

限， 驱蚊时间和范围都很难满足人

们的需求。 从时间上来看，此类商品

驱蚊的时间没有保障， 而从范围上

来看， 主要作用在手环上下 4cm 的

范围之内， 超出范围往往就不能保

证其效果了。

“由于这些所谓‘神器’的安全

性未知，可能会有致敏的风险，所以

建议 3岁以内的孩童不要使用。” 栾

立云副主任中医师提醒。

标注“微毒” 产品

注意使用方式即可

记者发现， 市场上出售的许多

防蚊物品，如电蚊香液、电蚊香片、

杀虫剂、蚊香等会标出“微毒” 的字

样。是否这些“微毒”的产品会对人

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呢？

栾立云副主任中医师告诉记者，

对于这些标注了“微毒”字样的物品，

大家无须谈“毒”色变，只要采取正确

的使用方式，一般都是比较安全的。

蚊香、电蚊香片、电蚊香液、灭

蚊气雾剂等本质上是一样的，其驱蚊

成分一般都是杀虫菊酯。 从理论上来

讲，这类成分因为用量小、使用浓度

低，所以对人畜都比较安全。“但是不

建议在密闭的空间里长时间使用。 大

家可以先插上电蚊香，过 1个小时之

后打开房门通风， 然后人再进屋，从

而将刺激性降到最低。”栾医生说。与

此同时，栾医生提醒，使用时应当注

意不要用皮肤直接接触杀虫剂和蚊

香液等，防止其透过皮肤被吸收。

还有一些驱蚊花露水的包装上

也会有“微毒”的字样。 记者在某互

联网购物平台的一家店铺中了解

到， 由于其中含微量的避蚊胺或者

驱蚊酯等卫生用农药成分， 属于微

毒产品，根据国家规定，必须标注才

能上市。栾立云副主任中医师介绍，

避蚊胺和驱蚊酯的毒性和刺激性都

非常小， 并且国家都规定了所售商

品的浓度上限。 从理论上来讲，浓度

低于 30%就是安全的， 而市场上相

关商品一般浓度在 10%以下。

袁雨 周碧莹

“微毒”防蚊商品

怎么使用才安全

男子血压“爆表”

21颗药才能降压

专家提醒， 高血压要

留意 “肾上腺嗜铬细胞

瘤”

血压高到“爆表” 是怎样一种

体验？ 温州 45岁的刘先生（化名）

恐怕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感受。 一个

多月前， 刘先生吃完晚饭突然胸

闷、头疼、呕吐，觉得自己“差点就

要过去了” 。送到当地医院急诊后，

接诊的医生吓了一跳：他的收缩压

接近 270mmHg， 而正常人收缩压

不超过 150mmHg。

急诊处理后，医院将他收治入

院治疗。 期间，他每天都要吃 21颗

降压药才能控制住血压，这个剂量

是一般高血压患者的 20 多倍。 到

底是什么原因让他的血压高到离

谱？ 结合他肾上腺激素偏高，医生

们将目光投向了肾上腺。 B 超检查

显示，刘先生的肾上腺上长了一个

超过 8 公分的肿瘤，最后被确诊为

肾上腺嗜铬细胞瘤。

泌尿外科专家、 杭州市中医院

副院长诸靖宇主任医师告诉记者，

嗜铬细胞瘤是一种起源于嗜铬组织

的肿瘤，约有 10%为恶性，绝大多数

是良性，“嗜铬细胞瘤分泌过多的儿

茶酚胺会导致血压上升、心率加快，

同时可造成心、 脑、 肾等严重并发

症。 ”

每年，该医院都会接诊 10例左

右的嗜铬细胞瘤患者， 但直径 8公

分这么大的细胞瘤很少见。 术前，医

院心内科、泌尿外科、麻醉科等科室

专家召开多学科会诊， 对刘先生的

病情展开讨论， 制定了详尽的手术

方案。

医生表示，嗜铬细胞瘤的具体

病因尚不完全清楚， 但早发现、早

诊断， 可以避免这种凶险的情况，

建议大家要定期体检，体检中的肾

脏 B 超就能发现直径 1、2 公分的

肾脏肿瘤。 如果高血压患者长期服

药治疗，血压仍然控制不好，那就

要考虑会不会是肾上腺的问题。

张冰清 徐尤佳

专家建议

专家提醒

有网文指出， 下蹲是最简单实

用的锻炼方法，每天做 5 分钟，等于

步行 1小时，可以强健关节和骨骼，

增强肌肉力量，改善血管功能，降低

血脂，促进新陈代谢，减肥效果明显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的膝

关节痛都可能与不恰当的下蹲有

关。

据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运动

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劼若介绍，

下蹲时，髌股关节的软骨面、前后交

叉韧带都会受到剪切力和压缩力，

这些力量的大小和具体作用位置，

和膝关节屈曲的角度是直接相关

的。

研究表明， 在屈曲 90 度后，也

就是常说的深蹲， 受力最大的是臀

部的肌肉和股四头肌（大腿前方肌

肉）， 这也是为什么正确的深蹲能

够锻炼臀肌和大腿肌肉的力学原

因。

直观上看，深蹲越深，髌股关节受

到的压缩力最大，但事实上并非这样。

熟悉髌骨轨迹的人都知道， 在刚开始

下蹲时，髌骨和股骨是没接触的，这时

没有压缩力； 当进入 10-20 度屈膝

时，髌骨与股骨开始接触，随着下蹲角

度增加， 髌骨和股骨的接触面积就会

减小。 如果在很小的接触面积里受到

了很大的力，那么压力会增加。有研究

表明，在屈膝 90度以后（大腿蹲下和

地面平行）， 髌股关节受到的压缩力

是减少而不是增加了， 但是对于胫股

关节的压缩力如何，还是有争议的。

在下蹲的过程中， 过度的屈膝

对髌股关节的作用力可能不大，但

是从胫股关节看， 对半月板的压力

很大是必然的， 这是极度屈膝易造

成半月板损伤的重要原因。

张青梅 张灿城

下蹲好处多 姿势不对伤关节

医生：男性罹患乳腺癌概率较低，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