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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防艾滋需家人配合
近日，江西、浙江、广西、
湖北、海南等地发布的艾滋病
疫情报告显示：艾滋病中老年
感染者增幅明显、
增速快，
有些
地区，老年艾滋感染者占新发
人群近一半，老年男性居多。
专家指出，老年男性感染途径
主要是婚外性接触，老年女性
感染则多是婚内性行为引
起。浙江衢州就通报今年发
现 7 对感染艾滋的老年夫妻。
性需求得不到满足是主因
性需求得不到满足是老
年艾滋病患者增加的主因。
退休后，浙江海宁的王师
傅对性生活依然有很强的需
求，但夫人却提不起兴致。禁
不住牌友的唆使，去了那种地

宫颈癌高发年龄段
前移 10 年
被称作
“老年病”
的宫颈
癌日趋年轻化。近年来，其
高发年龄段前移至 50 岁左
右，更有大批未育女性罹患
该疾病。对于 30-65 岁女
性的筛查，优先方案是每 5
年进行 1 次细胞学和
HR-HPV 共同检测。
（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妇科肿瘤科主任 刘开江）

方。一开始王师傅还很小心，
但偶尔有一次没有戴安全套，
自觉心里不安，来到浙江省疾
控中心咨询。抽血检测显示，
王师傅不幸感染了艾滋。
虽然上了年纪，浙北某县
城的李先生依然“性致勃勃”，
而夫人却没这般精力。两年
前，
他下载了某男同交友软件，
与软件上的人发展到了线
下。他以为只有异性性交时
要戴避孕套，
于是两年来，
他因
与多名男子发生了无保护措
施性行为而感染了艾滋病。
目前老李正在积极治疗中。
找小姐解决性需求很危险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夏时畅说，老年男性在

没有合适性伴时，会以找小姐
等不当途径释放性压力。由
于老年人收入低，一般选择低
端“服务”，加之其对“性安全”
关注较少，
增加了染病风险。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周少
虎说，老年男性本身免疫力低
下，更易中招。老年人基础病
多，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
潜伏
期会比年轻人明显缩短，因此
老年人要避免高危性行为。
培养兴趣爱好减少对性的关注
周少虎建议，老年人应找
到适合自己的性方式。
首 先 ，老 年 男 性 有 性 需
求，
可以与女伴沟通。其次，
女
性配偶要理解另一半性需求

的存在。第三，老年男性可培
养一些兴趣，
把生活过充实，
对
性的关注就减少一些。最后，
家人对老人的需求要予以理
解与关怀，不应人为分开老年
男性和伴侣，
比如，
有的年轻人
为了老人能照顾孩子而要求
妈妈与爸爸分开。若家中老
人丧偶后有再婚想法，子女也
应理解与支持。
据了解，一半以上 HIV（艾
滋病毒感染者）/AIDS（艾滋病
人）病例，
是在术前检查等被动
检测时发现的。该病自愿咨
询检测门诊通常设在当地（县
区一级）疾控中心/医院/妇幼
保健院。此外，部分综合医院
皮肤病性病科可以进行检测。
（摘编自《每日商报》
《新快报》
）

胃痛失眠试试摩脐
摩脐法是小儿推拿常用方
法，成年人使用也有良好的功
效。做法：
将两手搓热后重叠，
以脐为中心，顺时针方向转摩
小、
中、
大圈，
每圈各转12次。
减肥摩脐法 仰卧，腹部
涂凡士林或食用油，手掌和掌
根在腹部顺时针揉 3-4 分钟。
便秘摩脐法 坐位或立位，
右
手手掌置脐上，
左手掌置右手背

上，
在小腹部顺、
逆时针各揉动5
分钟，
每日早晚各做1次。
失眠揉脐法 取盘膝坐
位，
手掌相叠按于腹部，
以肚脐
为中心，
顺、
逆时针各揉 30 次，
每日 2 次。或每晚入睡前，仰
卧床上，
意守丹田，
先右手顺时
针方向绕脐稍用力揉腹 100
次；再左手同样揉 100 次。下
半夜若不能入睡时，可按上法

左右各揉腹 60 次。
揉脐治胃痛 用手掌自胃
脘部向脐部做推法数次可起到
缓解作用。胃病严重者需就医。
揉脐消食法 两手交叉，
男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女左手
在上、
右手在下，
以肚脐为中心
揉 按 腹 部 ，顺 、逆 时 针 各 36
圈。
（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主任
医师 胡献国）

清洗鞋底助防结核
有人曾做过调查，
一个
容纳 3000 人的会场，在开
完 2 小时的会后，地面留下
的痰迹达 800 多处，
抽取的
91 份痰液中，
4 份被检出结
核杆菌。笔者也做过实地
调查，在不足 2 公里的街区
人行道上，
乱泼污水的情况
就有 40 多处。鞋底每天与
地面
“亲密”
接触，
同时又经
常跟随人们走家串户，
流动
性很强，
如不注意其卫生，
会
成为可怕的
“隐形”
污染源。
建议进家门前先换鞋，
适时清洗鞋底，
清洗时最好
戴 上 手 套 ，并 使 用 消 毒
液。定期清洁鞋柜或鞋架
等鞋底经常接触的东西。
（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
主任委员 王立祥）

面部按摩避开眼球
广 州 50 岁 的 刘 女 士
去按摩店按摩头面部，当
时觉得不舒服，第二天发
现右眼球不见了。眼科医
生检查发现，
刘女士有白内
障，
按摩的外力挤压导致晶
状体异位，
随后为她进行了
晶状体取出及人工晶体植
入术。有青光眼、短眼轴、
白内障晶体膨胀病或青光
眼家族史的人，不要让按
摩师按眼球。
（广东省第二
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吴艺）

带瘤生存实现并不难
小奚（化名）的妈妈得了乳腺癌，
虽然手术成功，术后也做了规范化疗，
可在近期复查中，还是发现了骨转移，
这使得小奚的妈妈一蹶不振。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这正是
恶性肿瘤的特性：过度繁殖、侵袭浸润
和远处播散，但这并不代表无法治疗、
马刀、X-线刀）、介入治疗、氩氦刀等，
失去希望。
21 世纪以来，恶性肿瘤的治疗取 力争在短时间内控制住肿瘤增长的势
得了很大进展，1/3 的肿瘤可以通过现 头，使病人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迅速得
有手段治愈；1/3 肿瘤可以通过各种措 到缓解。缓解后的病人可以回家休养
施控制住肿瘤恶性生长的势头，
实现患 生息，期间辅以一些副作用较小的治
者长期带瘤生存；
还有 1/3 肿瘤可以通 疗，如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内分
过姑息治疗有效缓解临床症状，
改善生 泌治疗和中医中药的调理等。
4.患者在家休养应保证充足的营
活质量。所谓带瘤生存，
就是人体与相
对静止的肿瘤病灶
“和平共处”
，
维持平 养支持，不要轻易忌口，要适当多进食
衡共存的状态。但恶性肿瘤的带瘤生 鱼、蛋、肉类等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物
和新鲜蔬菜水果，并参加一些力所能
存需下面四个条件：
1.患者要树立与癌症抗争的坚强 及的康复性锻炼和文娱活动。
小奚的妈妈在经过医生耐心细致
信心，
以良好的心态面对长期的治疗。
2.肿瘤病人在取得“临床治愈”后 的帮助后又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不能麻痹大意，要根据医生的建议定 她在化疗同时还接受了骨转移部位的
骨水泥重塑和放射治疗，目前病情已
期到医院随访复查。
3.已失去根治条件的患者，
需定期 完全缓解，在家休养并口服内分泌药
到医院实施减瘤治疗。在肿瘤快速增 物治疗，还加入了社区时装模特队。
长时予以规范化的抗癌治疗，如外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
手术、化疗、放疗（外照射、内照射、伽 师 郭跃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