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
卫生事业的发展，人的寿命相对延长，
有关老年人的许多问题日益引起社会

的关注， 特别是皮肤瘙痒症严重影响
着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皮肤瘙痒症是
各种原因引起的皮肤瘙痒症状， 无任
何原发性皮疹，由于搔抓而出现抓痕、
血痂、色素沉着 、苔藓化等 ，是一种神
经机能异常性皮肤病。 瘙痒症表现为
全身性和局限性， 局限性瘙痒常发生
在小腿、阴囊、外阴、肛门周围。 现简要
介绍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的原因及防

治。
皮肤瘙痒症有哪些表现？
典型的症状为皮肤瘙痒、 脱屑，自

觉皮肤上有虫爬的感觉， 也就是蚁行
感，可以累及全身任何部位的皮肤，以
小腿最为常见。 瘙痒可能持续存在或
短暂发作，大多数人夜间加重，从而影
响睡眠。 部分患者呈季节性发作，夏季
可缓解。

为什么老年人容易得皮肤瘙痒症

呢？
1.环境因素

老年人皮肤处于退行性改变过程

中， 皮肤对外界刺激的耐受能力明显
减弱。 如遇气候骤变，冬季寒冷皮肤过
干燥，湿度低，夏季炎热皮肤多汗 ，均
可诱发瘙痒或使症状加重；穿着皮毛、
化纤品、 粗糙内衣也容易刺激瘙痒发
作。

2.自身因素
老年人皮肤及其附属器官皮脂腺、

汗腺等萎缩，含水量下降，皮下脂肪也
变薄，皮肤干燥无华，不能有效滋润皮
肤而使之处于干燥状态；血液循环差，
适应能力下降， 受到不良刺激易发生
瘙痒。 如果洗澡次数过于频繁、洗澡水
温过高、 使用碱性较大的肥皂或者药
皂， 容易使本来就不健全的皮脂膜受
到破坏，皮肤屏障功能减弱，也易发生
皮肤瘙痒。

3.其他疾病因素
此外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各类内科

疾病，如患有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甲
状腺功能异常、 肝肾疾病等也可引起
皮肤瘙痒。 这也提示我们对于长期顽
固瘙痒或是瘙痒剧烈不能缓解患者需

到医院进行检查。
如何正确治疗冬季皮肤瘙痒症

呢？
1.皮肤护理，科学洗澡
症状轻者建议以皮肤护理为主。建

议每次洗澡时间 5~10 分钟，水温不宜
过热、过烫，避免使用碱性 、祛脂作用
强的沐浴用品。 特别要强调的是洗浴
完擦干皮肤，要尽快涂抹润肤霜，以减
少皮肤水分丢失， 促进皮肤表面形成
人工的油脂膜，减轻皮肤干燥，从而缓
解瘙痒。

2.防寒保暖，避免刺激
根据气温、 季节变化注意防寒保

暖，避免物理性损伤刺激皮肤 ，例如 ，
用手挠抓、热水烫洗、乱搽药物。 避免
过度地使用电热毯和暖气。 内衣应选
择棉织物，宽松舒适 、透气好 ，既对皮
肤刺激小， 又不过紧， 以利于血液循
环。

3.饮食方面，清淡为宜
足够的蛋白质和充足的维生素对

皮肤的保健和疾病的预防是必需的 。
对于各种刺激性食物要妥善选择 ，尽
量不吸烟，少饮酒、浓茶、咖啡等，少食
辛辣食物。 可适量补充植物油脂、维生
素 C、维生素 B 及维生素 E 等。

4.适当锻炼，促进新陈代谢
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可以促进皮肤

的新陈代谢，提高皮肤对营养的吸收，
还可促进汗液的分泌，减轻皮肤干燥，
缓解症状。 （王凤芝）

������近日，周口市卫计委筹集价值 24 万余元的物资和药品，组织中心
城区 20 余家卫生计生单位， 深入到淮阳县刘振屯乡夏楼行政村开展
“送法律、送健康、送服务”等三下乡宣传服务活动，深受百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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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
肥胖是种疾病

肥胖症通常分为两类， 一类是继
发性肥胖，第二类为单纯性肥胖。

早期表现仅仅是体重增加、 外形
改变，随着肥胖时间的延长，以及肥胖
程度的加重，可能渐渐出现各种临床
异常表现。

躯体表现： 如活动不便、 气喘吁

吁、 肌肉疲乏、 关节疼痛以及水肿等
等，这时候还没有并发症出现。

并发症表现： 不同的并发症各有
其相应的临床表现。

肥胖的诱因

1.中枢系统的病变：中枢系统的
脑调节食欲， 影响营养物质的消化和
吸收。 中枢系统出现肿瘤，炎症，引起
食欲亢进导致肥胖； 还有受到精神影
响，如压力大或受到重大精神打击，部
分人会通过大量进食来缓解压力，导
致肥胖。

2.内分泌系统：血液中的一些激
素，如胰岛素，儿茶酚胺，雌激素升高
易导致肥胖。

3.高热量饮食摄入过多 ，如喜食
暑条、可乐、油炸食物。

4.体力活动减少：坐式生活方式，
坐办公室、 长时间打牌等。

近来还有些研究发现： 胎儿时期
母亲营养不良， 蛋白质缺乏或出生时
低体重婴儿成年后饮食发生变化，也
易发生肥胖。

对人体的危害

肥胖是高血压、 糖尿病、 血脂异
常、冠心病、心肌梗死、卒中、乳腺癌等
多种癌症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 被世
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影响健康的第五大

危险因素。
体重多少是正常？
判断方法一

体重是否正常可用体重指数

（BMI）来判断，BMI=体重（千克）/身
高 （米 ）2。 成人正常体重指数在
18.5～23.9 kg/m2 之间， 体重指数在
24～27.9 kg/m2 之间为超重 ，体重指
数≥28 kg/m2 为肥胖。

判断方法二

腰围是判断超重肥胖的另一种常

用指标。 成年男性正常腰围的警戒线
为≥85（厘米），女性为≥80（厘米）；男
性超标线为≥90（厘米），女性为≥85
（厘米）。

你属于哪种肥胖?
1.单纯性肥胖
由于能量摄入超过能量消耗而引

起的肥胖。 这类肥胖症病人全身脂肪
分布比较均匀，没有内分泌混乱现象，
也无代谢障碍性疾病， 其家族往往有
肥胖病史。 99%以上是单纯性肥胖。单
纯性肥胖又分为体质性肥胖和过食性

肥胖两种。
（1）体质性肥胖
双亲肥胖， 是由于遗传和机体脂

肪细胞数目增多、体积增大而造成的，
还与 25 岁以前的营养过度有关系。这

类人的物质代谢过程比较慢，比较低，
合成代谢超过分解代谢。

（2）过食性肥胖
也称为获得性肥胖， 是由于人成

年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过度饮食，使
摄入的热量大大超过身体生长和活动

的需要，多余的热量转化为脂肪，促进
脂肪细胞肥大与细胞数目增加， 脂肪
大量堆积而导致肥胖。

2.继发性肥胖
继发性肥胖是疾病引起的肥胖。

继发性肥胖是由内分泌混乱或代谢障

碍引起的一类疾病， 约占肥胖人群的
1%左右，虽然同样具有体内脂肪沉积
过多的特征， 但仍然以原发性疾病的
临床症状为主要表现， 肥胖只是这类
患者的重要症状之一。

3.药物性肥胖
这类肥胖患者约占肥胖病人群

2%左右。 有些药物在有效治疗某些
疾病的同时 ， 还有导致身体肥胖的
副作用 。 如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类
药物 （如地塞米松等 ）治疗过敏性疾
病、风湿病 、类风湿病 、哮喘病等 ，同
时可以使患者形成继发性肥胖 ；雌
性激素以及含雌性激素的避孕药有

时会使妇女发胖 ， 或者说容易使妇
女发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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