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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几乎每个人都会长痣，“点
痣”也成为了一项常见的美容手
段。但“点痣”安全吗？会有不
良反应吗？什么样的痣不能点？

啥是色素痣？

皮肤由上至下依次为表
皮、真皮和皮下组织。正常情
况下，表皮的最下层大概每隔
10 个细胞就会有 1 个黑素细
胞。在异常时，黑素细胞可以
在局部增多，形成一小团黑色
的良性肿瘤，这就是色素痣。

痣根据黑素细胞团块位
置的不同，分为交界痣、混合
痣、皮内痣。交界痣是色素痣
形成的最初期，只在表皮内，肉
眼看是平的。随着痣的成熟，
黑素细胞逐渐向下，跨越表皮
向真皮发展，就形成了混合痣，
其稍微隆起于皮肤。当痣进一
步成熟，黑素细胞全部移进真
皮，就发展成了皮内痣，皮内痣

隆起明显，有时还会带有毛发。

“点痣”有啥风险？

不管是医院还是美容机
构，现在最常用的点痣手段就
是二氧化碳激光，原理是利用
激光产生的高能量，瞬间把组
织汽化，以去除黑素细胞。

二氧化碳激光点痣的时
候，烧灼的深度是机器不能控
制的，全凭操作者的经验。想
要把黑素细胞完全烧掉，又不
向下破坏真皮层，非常难。如
果激光烧得比较浅，会残留黑
素细胞，而少量的黑素细胞肉
眼很难发现，这很可能导致点
痣完成时，肉眼可见痣已去除，
但几个月甚至几年后，黑素细
胞再次生长，色素痣复发。

有人会说，复发没关系呀，
我再去点就可以啦！但是，反复
高温刺激黑素细胞，会有激发它
恶变的风险！了解了这个，您还

会去放心地反复点痣吗？
又有人说，怕复发，就把

痣烧得深一点，把黑素细胞完
全去掉。但这就带来了另一个
问题，如果烧得很深，黑素细胞
是没了，但可能会烧到真皮层。
真皮层受损后会留有疤痕，所以
有人点痣之后，皮肤出现一个小
坑一样的凹陷性瘢痕。但也并
不是所有人点痣后都会出现这
类问题，如果色素痣很小、很
平，属于位置较浅的交界痣，点
完可以既不复发也不留疤，只
是烧灼的深度较难掌握。

另外，点痣后还可能出现
激光术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如
创面感染、色素沉着、色素脱失
等，这些都需要引起重视。

什么痣需要点？

有人担心自己身上的痣
有恶变风险，也想去除，通常这
一类的痣，只建议行手术切除。

那什么样的痣要引起注
意，什么样的痣是相对安全的
呢？可能发生恶变的色素痣有
以下特点。1.外观不“好看”，
比如直径大于 0.5 厘米，形状
不对称，颜色不均匀，边界不清
楚，生长较快，表面甚至破溃、
出血。2.长在特殊部位的痣，
如手足掌面、腰部、大腿根、腋
窝等容易反复摩擦的位置，这
一类痣可以进行预防性切除。
3.多次激光治疗仍反复复发的
痣，恶变概率相对增高，建议手
术切除。而相对安全的痣，形
状对称，长期稳定无变化。另
外，鼓起来的、长毛的皮内痣，
相对于光滑平坦的交界痣，发
育更成熟，更不易恶变。

色素痣除了有美容需求
外，一般不需要处理，如果为了
美去“点痣”，一定要预知可能
出现的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皮肤科主治医生 林雪霏）

“点痣”有风险 ，爱美需慎重

便秘是常见病，许多老人
需长期服药才能基本维持正常
的排便。如何才能让“方便”之
事真的方便？大多数人只要记
住下面五招就可轻松排便。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吃
的量要足够。大肠的蠕动需要
一定的粪便量才能诱发，所以
不要无故节食。此外，食物中膳
食纤维的含量要足够，建议多吃
燕麦、小麦、红薯、山药、嫩毛豆、
嫩豌豆、绿叶菜、苹果、香蕉等。

养成排便习惯 有些人生
活非常无规律，难以形成良好
的排便习惯。肠道适应不了，

就会造成肠功能紊乱。我们应
尽量避免熬夜、睡懒觉。肠道
也是夜间休息、早晨开始活
动。肠道自然活动最集中的时
间是每天晨起及第一顿饭后的
30 分钟。这段时间最容易出
现自然的便意，而睡懒觉会使
自然便意消失。此外，早餐要
吃东西，喝温水，尽量餐后 30
分钟时能有5—10分钟不被干
扰的时间用于排便。

排便姿势要正确 蹲式排
便更顺畅。放松双脚，保持双
脚和双膝分开约30厘米，身体
前倾，将双肘置于大腿上，鼻吸

嘴呼有助于排便。也可在座便
器前放一个高约 10 厘米的小
板凳，将脚放在板凳上。

用腹肌力量推进 让腹肌
用力向外鼓起，使腰变粗，感觉
到腹肌像泵一样朝下用力。

协同收缩直肠和肛门 很
多便秘患者常常在试图开放肠
道时却收紧了肛门。这就好像
盖着牙膏盖挤牙膏，久之导致
肛门括约肌反常收缩。应有意
识训练自己同时放松直肠和肛
门，让它们协同收缩，使排便顺
畅。（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肛肠
外科主任医师 卓光鑚）

防治便秘别依赖药物

夏季诊室里因肩周炎来就
诊的患者增多。重庆市中医骨
科医院筋伤三病区主任刘渝松
表示，肩周炎最有效的治疗方式
就是长期坚持自我锻炼，以下介
绍7个动作帮您改善肩周疼痛。

甩手锻炼 两脚分开站
立，先用手揉擦肩部，然后甩动
手臂，先前后，后左右，甩动幅
度由小到大（与身体成 30—90
度），速度由慢到快（每分钟
30—60次），每次1—5分钟。

画圆圈运动 两臂分别由
前向后，由后向前，呈顺时针或
逆时针方向画圆圈，幅度由小
到大，每次50—100下。

爬墙锻炼 患侧手指接触
墙壁，手向上移至最高点，然后
放下来，反复做10—12次。

冲天炮 立位或坐位均
可，两手互握拳，先放在头顶
上，然后逐渐伸直两臂使两手
向头顶上方伸展，直到最大限
度，每次30—50下。

展臂 站立，两脚同肩宽，
两臂伸直向两侧抬起（外展）与
身体成 90 度，两臂展开后停
5—10 秒钟后缓缓放下，每天
做30—50次。

摸颈 坐位或立位均可，
两手交替摸颈的后部，每天 2
次，每次50—100下。

耸肩 坐位或立位，两肩
耸动，幅度由弱到强，每天 2
次，每次50—100下。（摘编自

《重庆时报》）

多练7动作改善肩周炎

两次CT应间隔多久

我国对公众推荐的辐射
剂量限值是：除天然照射外，
人工辐射剂量不应超过1毫
西弗／年；如连续 5 年平均
剂量不超过 1 毫西弗，则其
中某1年接受的有效辐射剂
量可提高到5毫西弗。

人体各常见部位接受
一次CT检查的辐射剂量大
致分别为：头部0.7毫西弗，
腹部4.05毫西弗，胸部5.19
毫西弗，腰椎4.16毫西弗，骨
盆7.68毫西弗。以此估算，
每人每年接受CT检查的次
数应尽量不超过 2 次，且 2
次间隔应在半年以上。不
过，如果是肿瘤患者等，为
明确诊断或指导治疗而需
多次进行 CT 检查，患者应
配合医生检查。因为肿瘤
是可能危及生命的因素，而
辐射则是不确定的风险，正
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
患者无须过分担心，遵医嘱
采用铅板遮挡等防护即可。

提醒：40岁以下人群体
检不建议做胸部 CT，40 岁
以上人群体检可选低剂量
CT，其辐射剂量为常规 CT
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摘编自《生活晚报》）

餐后不宜马上刷牙

牙菌斑是引起龋病和
牙周疾病最主要的原因。
刷牙是清除牙菌斑最基本
和最主要的方法。不过，
不提倡餐后马上刷牙，尤
其是刚吃完水果、喝完可
乐的情况下，以免增加牙
齿过敏的发生率。建议饭
后立即漱口，10—20 分钟
后再刷牙。（北京协和医院
口腔科医生 董海涛）

偏头痛可提前预防
近期，偏头痛患者就诊

增多。一般来说，偏头痛及
早用药是防治的关键。

如果只是轻微头痛或
是早期发作，医生可能会
采取简单的治疗方式，如
服阿司匹林、布洛芬或扑
热息痛等止痛药，附加胃
复安等抗恶心药物。病人
若经常反复性头痛，如一周
发作两次以上，应接受预防
性治疗。视病人的情况，医
生可开具不同类型的药物，
但为避免反弹，可能需持续
用药两到三个月。

此外，起居规律定时、
睡眠充足而不过量、避免
过劳、放松心情、适量运动
也很重要，虽有些老生常
谈，却是患者最佳的自我调
养。某些病人可能会注意
到特别的诱发因素，如食
物、酒类、气温的剧烈变动，
或炎夏时进出冷气房等，则
可自我提醒，避免类似状
况。（摘编自《北京晚报》）

防晒霜不宜涂太厚
近日，南京的王女士

在出门前，用防晒霜在裸
露的皮肤上厚厚地涂了一
层，结果出现呕吐、发烧等
现象，险些晕倒在路上，医
生诊断其为中暑。 我们都
知道中暑的原因主要是我
们体内热量不能及时排
出 ，使 体 温 调 节 中 枢 紊
乱。如果身体长时间、大
面积裹着一层防晒霜，会
让体内热量越来越高。夏
天防晒虽然很重要，但也要
适量而行，早上抹点SPF指
数为 10—15 的防晒霜，出
门前半小时再涂点高倍数
的，回家后立刻洗掉皮肤上
涂的防晒霜，让皮肤多透透
气。（摘编自《金陵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