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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夏、秋季，蚊虫开始肆虐，不时有人带着满
身的大红包、小红包来求治于皮肤科医生，医生诊断
为虫咬皮炎。那么，什么是虫咬皮炎呢？虫咬性皮炎
又可称“丘疹性荨麻疹”，主要与节肢动物的叮咬有
关，常见的如螨、蚊。以夏、秋季多见，由于昆虫种类
的不同和机体反应性的差异，可引起叮咬处不同的
皮肤反应。一般为红色水肿性丘疹，风团或淤点，表
面可出现小水疱，严重可见大疱，皮损中心可见叮咬
痕迹，好发于暴露部位和腰周，自觉刺痛、灼疼、奇
痒。

有些患者会有这样的疑问，自己没有觉得被什
么虫子咬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疹子，并且疹子
会陆续出现呢？其实，虫咬皮炎是一种过敏性疾病，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可能因为蚊虫叮咬导致过敏
而患病，婴幼儿和儿童患病的几率更高一些。换句话
说，患者身上的疹子不全是被虫子咬的，虫子很有可
能只叮咬了一下，但却把自己的唾液、体液注入人的
皮肤中，而后激发了人体的过敏反应。如果这种过敏
反应不被控制住，疹子就会陆续扩散。因为每个人的
体质不同，所以出现了丘疹性荨麻疹后病程的长短
也不一样。大多数皮损会在一周左右自行消退，消退
后会出现色素沉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色素沉着
能逐渐消退。但是也有体质敏感的患者，病情往往反
复发作。当然，如果患者反复被叮咬，也会出现脱敏
作用，此病多见于 7岁以内的儿童。成年人发病大多
因为体质敏感或在身体免疫功能紊乱的情况下。

现代医学治疗虫咬皮炎常规应用抗组胺类药，
一般多采用既有抗组胺作用、又有镇静效果的苯海
拉明或者二代抗组胺药，对严重者可用激素类药物。
葡萄糖酸钙片和维生素 C 口服有一定辅助疗效，常
常与抗组胺类药配伍应用。外治对症处置，根据皮损
表现可选择具有止痒、消炎作用的洗剂或乳剂外搽，
但如有继发感染，应先控制感染。

中医经典《外科正宗》云：“恶虫乃各禀阴阳毒
邪而去……如蜈蚣用钳，蝎蜂用尾……自出有意附
毒害人……”中医认为虫毒侵入肌肤，蕴积化热，与
气血相搏，故有红肿、水疱、瘀斑；虫毒入里，毒热内
结，故发热，胸闷，尿黄；舌红、苔黄、脉数为热毒内盛
之象；治以清热解毒，祛凤止痒。方用五味消毒饮合
黄连解毒汤加减。外治可用 1％薄荷三黄洗剂外搽。
继发感染可用马齿苋煎汤湿敷，然后搽青黛散油膏，
或外搽颠倒散洗剂。因为此病患者大多为婴幼儿，对
西药耐受性差，或担心有一定副作用，所以临床多选
中医药治疗此病。

预防对于减少虫咬皮炎的发生至关重要。首先，
消除生活环境中蚊虫滋生的场所，经常清除环境周
围杂草、杂物。家庭中养猫、狗等动物，会增加螨虫、
跳蚤生长机会，如果已有宠物应做好宠物的清洁和
预防。室内避免放置地毯，凉席需定期清洁处理且暴
晒，床上不用草编织品，因草编织品内容易藏匿小
虫，肉眼看不见，当皮肤接触后，容易被小虫袭击。其
次，孩子在玩耍时应尽量避免草丛、灌木丛、树林、沼
泽地等潮湿的地方；外出时不要让身体暴露太多，露
出的皮肤涂抹上专用防蚊露；不在地面上直接铺垫
睡觉；尽量避免在黄昏蚊虫活动高峰时外出玩耍。第
三，搞好个人卫生。夏季出汗多，易吸引蚊虫叮咬。经
常洗澡可以去除身上的汗味，洗澡水温不宜过高，以
30 摄氏度至 40 摄氏度为宜。同时勤换衣服及床单，
居室内保持空气流通、环境整洁，避免潮湿。

（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

1.自家榨油比购买的食用油更

安全?

流言:越来越多的人重视食品安全,于

是很多人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

馒头、面包、饺子等自己在家“DIY”,就连

油也要在家自己榨,网上大火的家用榨油

机,一天都能销售好几百台。

真相: 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的专家蒋
彤表示,自己榨油会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杂
质脱不掉, 植物油中本身含有的不饱和脂
肪酸就比较多,容易氧化变质,有了这些杂
质后会变得更无法妥善保存, 而且放得时
间越长,越容易氧化,食用也就越危险。

其次,不管是花生、大豆还是菜籽,都有
被黄曲霉毒素侵染的可能。在油的精炼过
程中,大多数黄曲霉毒素会被去掉,所以精
炼油并不容易出现黄曲霉毒素超标,“而自
己榨油不进行精炼, 超标的可能性就很大,
黄曲霉素的致癌性是很高的。因此,自己在
家榨油并不比买超市的油安全。”

2.没有“GB18186”代码的酱油

会致癌?

流言:根据国家卫生部门公布:国家标

准的粮食酿造的酱油有国家标准代码,酿

造酱油代码为GB18186。凡没有这个代码

的酱油,都是化学黑焦糖勾兑产品,食用后

使人患上肝癌!市场上所有酱油,不管是哪

里名牌,只要没有这个代码一律不要购买!

真相: 在国家标准中,GB 表示强制标
准,只要某家厂商制造和销售酱油,就必须
符合相关规定;GB/T表示推荐标准, 可以
遵循,也可以不遵循。

自 2017 年 3 月 23 日起, 酿造酱油的
标准(GB/T18166-2000),已经变成了推荐
性级别, 不再强制执行。也就是说,GB/T
18166 取代了 GB18166, 从而减少检验步
骤、降低流动成本。

而“酱油致癌”这一说法的依据是:配
制酱油中普遍会用到一种可增加酱油色泽
的添加剂———“焦糖色”,这种添加剂中含
有“4-甲基咪唑”。在世界卫生组织下属
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清单
中,“4-甲基咪唑”属于可能令人类致癌
物质(2B 级),即“可能”致癌, 2B 级致癌的
可能性“在动物和人群的证据都不足”。

按照目前的检测数据, 人们每天从酱
油中摄入的“4-甲基咪唑”也是完全符合
国际相关规定和法定标准的。

3.吃虾皮补钙可不可取?

流言:虾皮,素有“钙的仓库”之称,很

多老年人把虾皮当做补钙佳品。

真相:专家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虽然
虾皮中钙含量高达 991 毫克 /100 克,但虾
皮中也含有较多的胆固醇和大量的盐分,
其钠含量是牛奶钠含量的136倍。如果吃
太多虾皮,钙可能补上来,但是对于血脂和

血压却是极其不利的。

4.谢顶的人涂抹姜汁可以生发?

流言:谢顶的人涂抹姜汁可以生发,只

要坚持用新鲜的姜片或姜汁每天擦几次头

皮,用不了多久头发就可以重新长出来。

真相:引起脱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遗
传、衰老、化疗(化疗药物会攻击分裂旺盛
的细胞)等等。常见的病理性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免疫, 患者的免疫系统紊乱,把
正常的毛囊当作敌人, 导致头发突然大量
脱落, 形成圆形或椭圆形边界清楚的脱发
区,也就是斑秃。

另一个是雄激素, 雄激素引起的脱发,
称为雄激素性脱发。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是
男士特有的烦恼,其实不然,雄激素性脱发
男女都可发病,是最常见的脱发原因。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
主任秦丽娜介绍:“谢顶的人单靠涂抹姜汁
来生发,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些人
头顶的皮肤都很薄很亮, 而且毛孔特别小,
这说明它的毛囊大部分已经萎缩坏死了,
只靠涂抹姜汁来促进生发, 不仅没有作用,
如果力道过大或频次过多, 反而还会加速
毛囊的老化。

5.无糖软饮料比有糖软饮料更益

于减肥?

流言:一些无糖饮料的最大卖点在于

“无糖”,消费者购买的时候会认定包装上

的“低糖”或“无糖”字样,并且无节制的

饮用。网络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瘦,无

糖饮料比水还好。

真相:专家表示,添加了人工甜味剂的
软饮料,比如低糖可乐,对减肥并没有帮助,
甚至和有糖饮料一样, 都是引发肥胖的重
要原因。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和巴西两所大学的
研究人员共同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并没
有证据显示,无糖饮料有益于减肥,这很有
可能是因为人们以为无糖饮料含糖量低,
所以反而喝得更多。

想要保持合理的体重, 并不只是换一
个产品那么简单。每日消耗的热量要抵消
摄取的热量才行。因此,不要只盯着无糖饮
料,要更加注意整体的饮食结构,这才是最
重要的。

6.遇到地震时“生命三角求生

法”能救命?

流言:地震来时,要在能形成三角形空

间的位置躲藏,例如地震发生时在床上的

则要翻身下床趴在床边,在室内活动的人

要到桌子、冰箱、沙发旁蹲下等,理由是当

倒塌物压到这些物件上时,三角形的空间

可以让人幸存或减少伤害。

真相:“生命三角求生法”并不靠谱。因
为房屋受到地震波袭击时,可能发生各个方

向上的平晃, 而其坍塌也分成房
顶平塌、墙体外倒、墙体内倒和
房顶M形向下弯折几种。在观
察地震废墟时, 尽管我们可以发
现在一些位置上确实存在类似
的“三角空间”。不过,在地震发
生时, 人们无法预先知道地震的
方式、倒塌发生的方向,也就无法
知道什么地方会有所谓的三角
“求生空间”。

7.正常人多吸氧可保

健?

流言:近期,有少数制氧机厂商为了推

销产品,对外宣传称,正常人多吸氧也能保

健。

真相:国家食药监管总局发出制氧机消
费提示,提醒消费者目前尚无证据证明吸氧
对正常人具有保健作用,制氧机要在医生指
导下按照处方每日使用的时间和流速来使
用, 从而降低适应症选择不当带来的风险,
不适当的吸氧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8.按“333”食谱不锻炼也能瘦?

流言:朋友圈里流行一种火爆的“减肥

食谱”,宣称照着吃一个月,不用锻炼也能

瘦。这套食谱的核心是:全天主食都要以粗

粮为主,蔬菜尽量生吃,加工程序越少越好,

还要遵守三分之一碳水化合物、三分之一

蛋白质、三分之一高纤维的“333”法则。

真相:粗粮真的是减肥“法宝”吗?北京
积水潭医院营养科主任赵霞说,小伙伴们首
先要了解一下粗粮的热量。其实粗粮跟大米
的热量差不多,之所以说粗粮能减肥,是因为
粗粮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能延缓血糖的升
高,增加饱腹感,并不是因为它们热量低。

赵霞指出,从营养学角度分析,生吃蔬
菜不一定营养成分更高,有些蔬菜熟了吃更
有营养, 比如西红柿加热过程会释放番红
素、胡萝卜与脂类加热后,其中的胡萝卜类
更容易被身体利用吸收。

对于“333”饮食法,赵霞认为:一份健
康的减肥食谱,比例应该有科学性,食材不
应保持不变,反而要变换更多的花样,使自
己每天的饮食结构热量合理、营养均衡。这
种朋友圈推荐的食谱, 虽然可以减掉体重,
但长期坚持会损害身体健康。

9.狂犬病疫苗无用?

流言:西安市龙女士在6月20日被狗

咬伤腿部、虽然及时注射了四针狂犬病疫

苗,但20多天后仍然病发死亡。“狂犬病疫

苗无用”开始在网络上流传。

真相:目前,我国对注射狂犬病疫苗有
着细致而严格的规定, 中国疾控中心印发
《狂犬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2016版)》中明
确规定“II 级和 III 级暴露者,应在被咬伤
后的第 0、3、7、14和 28天各接种 1剂,共
5剂狂犬病疫苗,并尽量使用同一品牌疫苗
进行接种”此外,如今不少医院也会给患者
注射免疫球蛋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对于
增强咬伤后机体免疫力, 促进伤口恢复具
有很好的作用。

但注射狂犬疫苗后, 确实依然有发生
意外的可能性。比如伤口很深,导致处理不
彻底;或者在注射疫苗前,狂犬病病毒已顺
着神经开始蔓延, 最后形成中枢神经系统
的损害,导致呼吸衰竭;还有可能是注射了
疫苗后,患者的体内还没有产生抗体，狂犬
病病毒已经开始沿神经蔓延。但这不能断
言狂犬疫苗是无用的。

盘点让你深信不疑的
谣言

看你中招几个？

如何对付虫咬皮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