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女士：母亲82岁，糖尿病5年，如今患
上了荨麻症，请问如何治疗？注意什么？

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于
晓云：荨麻疹病程分为急性、慢性，如果症状
持续时间超过6周为慢性荨麻疹。大部分
荨麻疹患者可在2年内症状消失。荨麻疹
病因复杂，包括许多内外源性因素，慢性荨
麻疹患者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率升高，建议
进行相应的检查。治疗主要是寻找病因并
去除之（如食物、感染和药物等因素）。治疗
主要口服抗组胺药物，一般需要按规律用
药，可以根据症状间歇服药，许多患者症状
有昼夜变化，可以调整每日服药时间。门诊

时间：周二、周四全天。
陈先生：40岁，4月份体检，B超发现胆

囊壁粗糙，B超体检医生当时说是胆囊炎，
肝胆其他方面没有问题。平时右肋内常常
有隐隐的不舒服感觉，请问该怎办？生活上
要注意什么？

南京市中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 唐暮白：
从检查情况来看，胆囊炎诊断应该是成立
的。但问题不是很大，一般不需要治疗，如果
出现疼痛不适的时候，可以吃一点胆宁片或
消炎利胆片都可以。平时饮食不要大荤大油
就可以了。专家门诊时间：周三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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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狐臭若隐若现
专家教你巧应对

阳光明媚的五月天即将来临，温度也悄
然上升，刚换上春装的我们，还未尽情展示
春装的姿彩，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搜索各大品
牌的夏装款式。随着温度升高，人体毛孔处
于张开状态，毛孔散热是维持人体核心温度
的有效手段之一，尤其到了夏天，因天气炎
热难以避免出汗、排汗，这就会加重异味的
产生，且比其他季节更为浓烈，这种异味就
是狐臭。

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夏俊杰主治中医
师介绍，狐臭又称为腋臭、臭汗症等，是由人
体腋窝、外阴、口角等部位的大汗腺的分泌
物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经皮肤
表面的葡萄球菌分解后散发的一种特殊的
气味。该病多发生在青壮年，特别是女性发
生率更高，一般具有遗传性。

狐臭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异味，更多的
是他人排挤和异样的眼光，尤其是女性患
者，在与他人相处中不自觉产生自卑、难堪
等消极情绪。在公交车等拥挤的地方，人们
也会对狐臭人群避而不及，那么狐臭病该如
何治疗呢？夏医生讲解了三种有效手段：

第一：手术治疗。手术治疗主要是大汗
腺清除术，它所带来的疗效是立竿见影，但
也存在着不少弊端：①大汗腺埋得很深，范
围较广，手术切除不见得彻底，存在复发的
可能；②手术存在切口、创面，特别是瘢痕体
质患者，很容易遗留疤痕，若护理不当，也会
有感染的可能。

第二：肉毒素注射。肉毒素注射常用于
除皱、咬肌肥大等美容治疗，也可以用于治

疗狐臭，主要目的是减轻汗腺的分泌，适合
于轻度、中度的狐臭患者，具有疗效佳、简
单、安全、恢复快等优点，然而肉毒素需要
长期注射，它所带来的经济负担也是显而
易见的。

第三：中医中药治疗。南京市中医院皮
肤科有独特高效的止汗方，可以抑制汗液的
分泌，效果明显，费用较低。

不过，夏医生提醒，狐臭最重要的是局
部杀菌和减少汗液分泌，除了手术、药物等
治疗外，患者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首先是注意个人卫生，勤沐浴、勤换衣，
保持皮肤干燥，洗完后的衣物不应放在室内
阴干，应该放在室外晒干，不仅可以通过紫
外线灭菌，而且可以有效去除螨虫。

其次，衣着要透气凉爽，可以及时将热
气散发出去，不会因为一时的体热就出汗，
出汗后应及时擦干，并外用爽身粉、外用药
物，减少微生物分解汗液中有机物的发生。

第三，忌辛辣刺激食物，特别是大蒜、大
葱之类，这些食物对人体刺激作用太大，并
且吃过多的辛辣物品会使人出过多的汗，而
过多的汗则会使狐臭味加重，戒烟戒酒，可
以减少对皮肤黏膜的刺激性。

第四，每天用肥皂水清洗几次，破坏细
菌生长环境，减少微生物分解汗液。

最后，要保持心情开朗、积极向上的心
态，且不宜做剧烈运动，防止身体大量出汗
排汗，从而产生异味。

通讯员 张明 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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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臂不适去医院就诊，经肩关节CT
平扫后发现，左肩膀骨头竟然离奇“消
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先生（化名）来自安徽，1年前开始
出现左手臂麻木不适，对症处理后自觉麻
木减轻。3月前因左肩部疼痛不适伴活
动受限至当地医院就诊。当地医院给他
检查了肩关节CT平扫+三维重建，竟然
发现，他的左肩膀骨头没了！李先生左肩
关节并未有过外伤史，当地医院医生告诉
李先生并未见过此类疾病，可能是肿瘤导
致，建议他去上级医院进一步就诊。李先
生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了南京鼓楼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倪红斌的门诊。倪红斌仔细
询问病史后告诉李先生，你患的这种疾病
比较少见，叫“脊髓空洞性夏科氏关节
病”，要想看好你的左肩关节，首先要治疗
病根——脊髓空洞症。

原来，早在2年前，李先生就因为
Chiari畸形伴脊髓空洞症在某三甲医院
做了后颅窝减压手术，术后3月复查，脊
髓空洞未见明显改善，因为并无明显不
适，并未引起重视。直到一年前，李先生
开始出现：左手臂麻木不适，偶有头痛不
适，同时双手肌肉开始萎缩，手指活动受
到影响。逐步开始左肩关节胀痛、压痛，
局部痛温觉减退。李先生刚开始以为是
关节炎，口服药物治疗，却从未想过自己的
骨头会消失。入院后，倪红斌主任进一步
完善相关检查后发现，李先生同时合并寰
枕融合枕颈部畸形。脊髓空洞的两个元凶
——小脑扁桃体下疝+枕颈部畸形都已明
确。倪主任团队研究后决定，同时为李先
生行寰枕部畸形部分切除+扩大减压+脊髓
空洞蛛网膜下腔引流术。手术顺利，术后
复查MRI示脊髓空洞较术前显著改善，李
先生自述术后双手的力量改善了，肩膀的
疼痛缓解了，术后1周顺利出院。

倪红斌介绍，脊髓空洞症是一种慢
性进行性脊髓疾病，起病隐匿且多呈进
行性加重。病变多位于颈髓，临床表现
多为特征性分离性感觉障碍，空洞节段
支配区域肌肉萎缩以及营养障碍。而夏
科氏关节病是由神经系统病变引起的慢
性无痛性关节破坏性疾病，以神经感觉障
碍和神经营养障碍为特点，导致关节骨破
坏、吸收、关节结构功能紊乱。常见的病
因有脊髓空洞、脊髓痨、周围神经炎等。
治疗方面主要积极治疗原发神经系统疾
病，其次是对病变关节进行保守治疗。术
后随访神经功能改善良好，可进一步至骨
科行关节假体植入术。

倪主任提醒：由于本病难于早期发现
及确诊，容易误诊而给予消炎镇痛等治
疗，耽误治疗的最佳时机。因此对该疾病
的早期诊断、早期规范化治疗尤为关键。

通讯员 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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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男子肩膀疼痛就医
骨头竟然消失了

电动车小区内被盗
可向小区物业索赔吗

梁先生：我到朋友叶某家取东西，
把电瓶车停在其楼下，十分钟后，待我取
完东西下楼，发现电瓶车已经被盗，请问
我可以起诉该小区物业要求赔偿吗？

答：在本案的物业管理合同纠纷
中，与开发商有合同关系的只有作为
业主的叶某，当事人与开发商没有合
同关系，因此只有业主叶某才是适
格的原告，可以据其与开发商签订的
合同追究开发商的违约责任。当事
人不是合同当事人，无权向开发商主
张违约责任。

父母帮买房
妻子有没有份

周先生：我结婚之后父母给我们买
了一套房，直接在房产证上写的我的名
字，也没有签任何合同，现在我老婆想在
房产证上加名字，我想问问如果不加名
字，老婆是不是也是房屋共有人？

答：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夫妻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者受赠
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
同所有，但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
只归一方的财产除外。虽然房产证
上目前只有您的名字，但因为房子是
您婚后您父亲购买的，且并未以书面
形式明确房子是赠与您，归您单方所
有，属于《民法典》中约定不明的情
形，所以该房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有
财产，即使您妻子的名字不在房产证
上，她也是这套房子的共有人。

事故后没请护工
是否可索护理费

陈先生：我在半个月前被一辆车
子撞伤了，肇事方被认定担全责，我
在住院期间并没有请护工，而是由妻
子请假照顾的，请问我这种情况还能
向对方索要护理费吗？

答：可以主张护理费。陈先生的
妻子有工作的，参照她的误工费计
算；没有收入的参照当地护理劳务报
酬标准计算。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4月21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发布讣告
称，14时许老舍（舒庆春）之子舒乙因病逝
世，享年86岁。据媒体报道，舒乙因六年
前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开颅手术后效果
并不理想，手术后进行一年康复，后来病情
恶化。对此，南京市第一医院副主任医师蒋
腾提醒广大市民，脑血管病多为急性发病，
主要表现是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昏迷
等，一旦发病应及时送医，争取在第一时间
得到救治。

蒋腾表示，脑出血一般指原发性非外伤
性脑实质内出血，最常见的病因是高血压合
并细小动脉粥样硬化及一些其他疾病。多
见于50岁以上有高血压病史者，体力活动
或情绪激动时发作，起病急，发作时血压明
显升高。高血压性脑出血是目前病死率与
致残率最高的卒中类型，对我国居民健康造
成严重威胁。

据最新版《高血压性脑出血中国多学科
诊治指南》，该病早期进展迅速，容易出现神
经功能恶化，规范的院前急救对预后至关重
要。如果患者有突发头痛、呕吐、意识状态
下降、肢体运动障碍、失语等表现，特别是伴
有原发性高血压或糖尿病病史时，应高度怀

疑卒中，这时要立即检查患者的生命体征、
意识状况及瞳孔变化并采取相应措施。例
如，如果心跳、呼吸已停止，要立即进行胸外
心脏按摩和人工呼吸；如果呼吸道不通畅，
要立即清理气道分泌物，并迅速将患者转至
有救治能力的医院进一步急救处理。

蒋腾介绍，脑血管病的形成是个缓慢的
过程，有许多危险因素都可导致这一疾病，
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冠心
病、吸烟等。早期发现和控制这些危险因
素，可以降低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到目前为
止，还没有哪种药物能够将严重的脑动脉硬
化恢复正常、将坏死的神经细胞复活，所以
脑血管病的预防尤其重要，预防措施做得越
好越能最大限度降低脑血管病的危害。

专家提醒，市民一定要建立良好的饮食
习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想提醒的
是：部分脑血管病患者属于非急性起病，比
如肢体麻木、头昏等症状都是脑卒中发生的
先兆，提示脑血管病已处于高危状态，这是
对患者的“预警”，患者应该珍惜、重视这样
的机会，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避免
出现严重后果。 通讯员 孙忠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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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提醒

老舍之子去世，脑血管病防胜于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