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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苏城烈日炎炎，气温高居不下，是容易发生火灾，烧、烫伤的高发季节，苏州市立医院北区最近收治了

多例烧烫伤患者。那么，烧烫伤后如何处理呢？医生提醒，千万别用牙膏、酱油、药水等覆盖创面，否则会

导致病情进一步严重。

有颜色的胖子

我们平时都知道，身体肥胖了，对

自身的内分泌代谢等都会有影响。但

是你知道吗？肥胖还分颜色，不同颜

色的肥胖表示着不同的状态。

白胖子：代谢可能是正常。代谢

的指标有哪些呢？血糖、血脂、血压、

尿酸，还有蛋白质的指标等。

红胖子：脸圆圆的，血色特别好，

背心鼓鼓的，满月脸水牛背。他很可

能是一个代谢增高型的胖子，合并有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

黄胖子：头发稀疏、神情淡薄、没

精打采，可能他代谢减低了。

黑胖子：孩子或者年轻人，尤其是

男生比较多，腰圆膀粗，颈部和腋下皮

肤褶皱的地方发黑，医学上叫做黑棘

皮病。属于炎症因子升高的代谢障碍

型。比较危险的一种类型。

8月15日（周一）
大医生来了：椎体病

嘉宾：常新：苏大附一院风湿免疫科

副主任医师

谢晔：苏大附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

师

张立：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

科副主任医师

8月16日（周二）
大医生来了：别伤心伤胃

嘉宾：冯璜：苏大附一院消化内科主

任医师

钱晓东：苏大附一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8月17日（周三）
超健康学院：掉睫毛干眼，虫子惹得祸

嘉宾：顾晖晖：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

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毕会娥：苏州市立医院东区眼科主治

医师

8月18日（周四）
大医生来了：药物和肝

嘉宾：周琴：苏州市立医院本部药剂

科

徐敏晖：苏州市立医院东区肝胆胰外

科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医师、医

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8月19日（周五）
中医侃侃：中国医师节特别节目

嘉宾：赵笑东：江苏省名中医苏州市

中医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医师、教授

吴玉江：苏州市中医院主治中医师

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 9：00-10：00

医生关照：微信视频号梓约健康

嘉宾：陆宏虹：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内分泌代谢科主任、主任医师

FM91.1《天天健康》预告

夏日烫伤后果更严重

孙先生驾车和友人外出，上车后在密闭车厢内

用防晒喷雾喷洒面部和双臂，此时友人在边上点烟，

瞬间车内发生爆燃起火，孙先生和友人均被烧伤；3

岁的圆圆在亲戚家玩耍时，不小心碰翻了一锅热粥，

摔倒在地，热粥泼了一身，导致侧躯干、后躯干、臀部

和下肢大面积烫伤，需要手术治疗……

这些都是近期在苏州市立医院北区收治的烫伤

患者。专家介绍，生活中最常发生的意外烧烫伤主

要有火焰、沸水、滚粥、热油、热蒸气等。还有一些日

化品使用不当，也会引发失火导致烧伤，如花露水、

灭虫剂、防晒喷雾等。

一些煤气液化气泄漏，电路老化，手机充电器使

用不当，工厂车间安全防护不到位、小儿家庭照护不

当等，也会引发烧烫伤。由于夏季衣着少，衣物轻

薄，一旦发生烧烫伤会直接作用于皮肤表面，往往产

生严重的后果。

冲、脱、泡、盖，缓解烫伤

专家介绍，发生烧烫伤后，早期的正确处理尤其

重要，在等待救援或者送医途中，可遵循“冲、脱、泡、

盖”的原则。冷水可散热，降低热源对深部组织的伤

害，没有流动的冷水也可用湿毛巾替代。充分的冲

洗和浸泡后，小心除去衣物，可以用剪刀剪开衣服，

切记不可强行剥除衣物，以免弄破水泡，不利于后续

的创面处理。对于疼痛明显者可持续浸泡在冷水中

起到缓解作用，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烧伤程度，但

对于小孩和老人，要注意浸泡时间和水温，以免造成

体温下降过度。有条件的前提下，可用干净或无菌

的纱布、棉质的布类覆盖伤口，并加以固定。

专家提醒，排除烧烫伤的危险因素才是最关键

的，防患于未然。家中有小朋友的尽量不要存放热

液，电器、打火机等有安全隐患的物品不要放在小朋

友触手可及的地方。还有在密闭空间内喷洒喷雾

后，不可点燃明火，以免发生爆燃。

土偏方会造成二次伤害

发生烧烫伤后，千万不能偏信民间土方偏方，随

意涂抹物品可能会造成伤口细菌感染，并极有可能

加重烧伤深度，导致留疤，病情加重。

误区一：抹牙膏、酱油、醋等

涂上这些非但没什么治疗作用，可能还会引起

感染，其凝结粘连伤口会增加医生处理创面的难度，

也可能因为颜色渗入组织而影响医生判断创面的深

浅程度，耽误治疗，甚至还可能会引起感染。

误区二：涂紫药水和红药水

深颜色的药物遮盖创面，会干扰接诊医生明确

了解烫烧伤的深浅程度，影响治疗方案的制订。

误区三：直接脱掉衣服

强行扯掉衣服可能会撕裂烫伤后的水泡，也可

能会把皮肤也一起扯下来，加大伤口的面积并造成

伤口感染。同时，也要注意千万不要用毛巾、纸等擦

拭，尤其是不洁物品。

炎夏，意外烫伤后，处理很重要

文/本报记者星华

李洁：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

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国医师

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

员会神经学组委员、苏州市医学会

睡眠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专家门诊：三香院区（周四全天）；

浒关院区（周二全天）

/名医档案/

卫视
[39]湖南卫视

08：30 爱，来得刚好（周
一至周四）；剧场
（周五至周日）

15：30 陪你一起好好吃
饭（周一至周五）

19：30 这十年（周一、
二）；匠心闪耀（周
三、四）；花儿与少
年露营季（周五）；
你好，星期六（周
六）；这十年·追光
者（周日）

20：00 剧场（周五、六）
21：10 少年派2（周五至

周日）
22：00 芒果季风（周一、

二）；爸爸当家（周
三）；天天向上（周
四）；中餐厅（周
五）；牧野家族（周
六）；美好年华研
习社（周日）

[40]深圳卫视
08：00 非常有财（周一至

周五）
19：35 剧场（周一至周五）
21：20 决胜制高点（周

一）；军情直播间
（周二）；关键洞察
力（周三）；大湾区
会客厅（周四）；温
暖在身边（周五）；
图鉴中国——昂
首阔步这十年（周
六）；深间十分钟
第三季（周日）

[42]安徽卫视
09：00 绝境铸剑（周一）；

狐影（周二至周日）
13:40 新居之约（周一

至周日）；关于唐
医生的一切（周
日）

19：33 幸福到万家（周一
至周日）

21：30 健康大问诊（周一
至三）；创业中国人
第三季（周五）；诗
中国·第二季（周
六）；出发吧去露
营（周日）

22：00 你是我心中的太
阳（周一至
周四）

22：30 民宿里的中国第
二季（周日）

[50]上海纪实
18：15 训狗任务第2季

（周一）；天堂鸟的
羽衣舞（周二）；
《捕鱼生死斗：南
北大对决》第8季
（周三、四）；原始
求生记（周五）；动
物侠医第7季（周
六、日）

19：00 被点亮的星球（周
一至周五）；可凡
倾听（周六）；超级
装（周日）

20：00 何有此生（周一）；
楚国八百年（周二
至周日）

20：50 最家设计（周一至
周五）；短纪录片
（周六、日）

[24]央视台-13
（新闻）

09：00新闻直播间
12：00 新闻30分（每天）
12：35 法治在线（周一至

周五）；军情时间到
（周六）；每周质量
报告（周日）

14：10 面对面（周一）；新
闻调查（周日）

18：00 共同关注（每天）
19：00 新闻联播（每天）
19：39 焦点访谈（每天）
20：00 东方时空（每天）
21：30 新闻1+1（周一至

周五）；新闻调查
（六）；面对面（日）

22：00 国际时讯（周一至
周五）；新闻周刊
（周六）；世界周刊
（周日）

[69]中国教育一套
12：05 教育新闻直播间

（周一至周日）
12：40 剧场（一至日）
19：45 育见（周一至周五）
20：00 e视界（周一至周

五）；长安街（周
六、日）

20：45 奔跑吧少年（周一
至周五、日）；体教
融合在行动（六）

22：30 飞虎队大营救
（40-53）（周一至
周日）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8月15日-8月21日

一周导视
节目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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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台-6（电影）

星期一
12:23 侠吏飞龙之滴水山庄
17:53 故事片：西游记之孙悟

空三打白骨精
20:15 铜皮铁骨方世玉
22:23 译制片：曼德拉(南非)

星期二
12:58 故事片：散打英豪
18:10 故事片：侠盗联盟
20:19 故事片：狄公案·伏虎
22:23 故事片：画皮

星期三
12:28 故事片：生死96小时
18:23 故事片：风云第一刀
20:23 南少林永春拳之开山始祖
22:23 猎神：冬日之战(美国)

星期四
12:32 故事片：极度危机
14:37 故事片：萧十一郎
18:14 强渡乌江之对岸
20:10 故事片：白头小书记
22:23 译制片：特洛伊(美国)

星期五
12:45 故事片：幻境寻踪
18:24 南少林永春拳之坚贞永护
20:16 南少林永春拳之突破重围
22:23 译制片巴霍巴利王(二)

终结(印度)
星期六

11:44 故事片：闪光少女
17:49 故事片：云南虫谷
19:57 故事片：扫黑·决战
22:32 译制片：海王（美国）

星期日
10:57 穿过寒冬拥抱你
18:00 叶问(四)：完结篇
20:08 故事片：急先锋
22:23 译制片：诸神之怒(美国)

苏州一套（新闻综合）
07：00 苏州新闻

07：45 明天会更好（42-58）（周一

至周六）；旗袍美探（1-4）

（周六、日）每天三集

10：40 健康黄丝带

11：00 新闻夜班车

11：55 暖阳之下（9-34）每天四集

15：40 联播苏州

16：10 世界大观

16：30 苏州电视书场：长篇评话

《彭公之三盗九龙杯》（周

一至周六）；昆山当代昆剧

院《顾炎武》（周日）

17：25 第一时间

18：00 乐活六点档

18：30 苏州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19：30 百里夜刀（28-38）（周一至

周六）；每天二集；苏城议事

厅（周二）；创赢未来（周日）

21：10 新闻夜班车

22：00 苏州要闻

22：30 联播苏州

00：05 我们的千阙歌（10-50）（周

一至周六）；流金岁月（1-

14）（周六、日）

苏州二套（社会经济）
06：12 寰宇地理

07：15第一时间

07：46 李刚评话

08：25 妈妈在等你（2-22）每天三

集

11：15 施斌聊斋

12：00 社会传真

13：05 沸腾的群山（6-40）每天五

集

17：43 健康黄丝带

18：00 李刚评话

18：30 社会传真

19：43 我要和你在一起（22-42）

每天三集

22：00 施斌聊斋

23：01 传真聚焦

23：31 食客准备

00：06 苏州财经报道

00：40 嫂子嫂子（25-43）（周一至

周四）；亲爱的孩子们（1-

29）（周四至周日）

苏州三套（文化生活）
06：20 流金岁月（21-34）每天二

集

08：10 纪录片时间（每天）

10：51 我们的千阙歌（1-21）每天

三集

13：45 那年花开月正圆（18-31）

每天二集

15：40 纪录片时间

18：00 教育节目

18：30 小大夫（17-30）每天二集

20：00 纪录片时间（周一至周日）

22：45 第一健康

23：01 食客准备

23：17 苏州财经报道

23：37 第一时间

苏州四套（电影娱乐）
09：25 上午影院

17：00 动漫剧场：《猪猪侠之南

海日记2》；《喜羊羊与灰太狼

之异国大营救》；《嘟当曼第

一季》

18：30 小靴子星乐园（周一至周

四、日）；小靴子我是TV星

（周五、六）

19：30 健康黄丝带（周一至周日）

19：47 食客准备（每天）

20：02 苏州财经报道（每天）

20：30 影视直通车（周一至周日）

22：00 白金影院

苏州五套（生活资讯）
07：20 老中医（3-37）每天五集

11：30 联播苏州

12：00 宝贝看鉴（周一、日）

13：10 幸福院（3-42）（周一至周

日）；风声（1-4）（周日）

17：45 苏州电视书场

18：35 食客准备

18：53 健康黄丝带

19：08 吴中报道（周一、三、五、日）

今日相城（周二、四、六）

19：30 联播苏州

20：00 李刚评话（周一至周日）

20：30 第一时间（周一至周四）；

宝贝看鉴（周六、日）

21：10 苏州财经报道（周一至周

五）

22：00 小大夫（17-30）每天二集

苏 州 台 中央台-5（体育）

星期一
09:55 2022年国际足联20岁

以下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法国队—加拿大队)

12:55 2022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16:33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总

决赛1/4决赛精选2
19:15 2022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跳远比赛王嘉男夺冠
星期二

10:31 2022年男篮亚洲杯三、
四名决赛

15:38 2022年世界跆拳道大奖
赛罗马站精选

18:35 2022/2023赛季德甲联
赛第2轮集锦

19:30 2022赛季中国足球协会
超级联赛第13轮(河南
嵩山龙门—武汉三镇)

星期三
09:55 2022年国际足联20岁

以下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巴西—哥斯达黎加)

14:20 2022年世界皮划艇激流
回旋锦标赛精选

18:35 2022/2023赛季法甲联
赛第2轮集锦

19:25 2022/2023赛季意甲联
赛第1轮集锦

星期四
09:55 2022年国际足联20岁

以下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韩国队—法国队)

15:42 2022/2023赛季德甲联
赛第2轮集锦

18:35 2022年世界田联钻石联
赛霍茹夫站

20:35 2022年三人篮球世界巡
回赛布拉格站

星期五
10:31 2022年男篮亚洲杯决赛
12:55 2022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15:42 2022/2023赛季法甲联

赛第2轮集锦
19:30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总

决赛半决赛
星期六

10:30 2022年世界田联钻石联
赛霍茹夫站

14:05 2022年世界职业拳王争
霸赛

15:00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总
决赛三、四名决赛

19:30 2022赛季中国足球协会
超级联赛第14轮（武汉
长江—河南嵩山龙门）

星期日
09:55 2022年国际足联20岁

以下女足世界杯1/4决
赛

12:35 2022年世界职业拳王争
霸赛

15:00 2022年世界女排联赛总
决赛决赛

16:30 2022年亚洲羽毛球锦标
赛精选

19:00 2022赛季中国足球协会
超级联赛第14轮(长春
亚泰—河北队)

8月15日-8月21日

中 央 台
8月15日-8月21日

中央台-3（综艺）
12：14 我爱满堂彩：好戏连连看

（周一）；开门大吉（周

二、五、日）；向幸福出发

（周三）；越战越勇（周四）；

生活最有戏（周六）

13：40 从延安出发（周一）；非常

6+1（周二、日）；黄金100

秒（周三）；回声嘹亮（周

四）；我的艺术清单（周

五）；综艺盛典（周六）

14：53 生活最有戏（周一至周五）；

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七夕晚会（周六）；星光大

道（周日）

19:30 开门大吉（周一）；向幸福出

发（周二）；越战越勇（周三）

幸福账单（周四）；生活最

有戏（周五）；星光大道（周

六）；我爱满堂彩：好戏连

连看（周日）

20：56 非常6+1（周一）；黄金100

秒（周二）；回声嘹亮（周

三）；我的艺术清单（周

四）；综艺盛典（周五）；开

门大吉（周六）；幸福帐单

（周日）

中央台-4（中文国际）
09：00 中国舆论场（周一）；今日

亚洲（周二、四）；国家记忆

（周日）

13:02 秘境之眼（周一至周三、

五）；记住乡愁（周四）；华人

故事（周六）；深度国际（周

日）

13:27 伟大的转折（16-38）（周一

至周五）；太行之脊（1-12）

（周五至周日）每天五集

18：30 中国文艺（周一至周五）

19：30 今日亚洲（周一至周五）；遇

鉴文明（周六）；中国舆论场

（周日）

20：00 国家记忆（周一至周五）

20：30 海峡两岸（周一至周日）

21：30 今日关注（周一至周日）

22：00 美食中国（周一至周四）；鲁

健访谈（周五）；深度国际

（周六）；中国缘（周日）

中央台-7（国防军事）
10：04 兵器面面观（周一至周

五）；军迷行天下（周六）；砺

剑（周日）

13：02 战旗（周一至周四）

14：44 长征大会师（4-24）每天

17：35 军事纪录（周一至周五）

19：33 军事报道（每天）

20：20 防务新观察（周一至周五）；

军事制高点（周六、日）

20：55 军事纪实（周一至周四）；老

兵你好（周六）；谁是终极英

雄（周日）

中央台-8（电视剧）
07：57 绝代双骄（38-44）（周一、

二）；武当一剑（1-28）（周

二至周日）每天五集

12：47 运河边的人们（7-30）（周

一至周六）；幸福二重奏（1-

4）（周日）每天四集

16：35 妈妈在等你（35-47）（周一

至周四）；小敏家（1-8）（周

四至周日）每天三集

19：30 玫瑰之战（15-28）每天

21：25 大决战（25-38）每天二集

23：03 生活万岁（13-34）（周一至

周四）；幸福有配方（1-27）

（周四至周日）

中央台-9（纪录）
08：03 野性的守望（周一、二）；沙

漠之海（周五）；世界上的另

一个我 南美季（周六）；大

猫庇护所（周日）

17：00 完美星球（周一至周三）；神

奇蛇类大揭秘（周四）；动物

家族传奇（周五至周日）

19：03 闪亮的记忆（周一至周五）；

巴扎（周六、日）

19：23 野性的守望（周一至周四）；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南美季

（周五至周日）

20：01 种子 种子（周一至周三）；

你好，火星（周四至周日）

21：00 寰宇视野（周一）；野性伏尔

加河（周二、三）；沙漠之海

（周四、五）；大猫庇护所（周

六、日）

中央台-1（综合）
08：32 生活圈（周一至周五）

09：24 滹沱儿女（24-28）（周一、

二）；高山清渠（1-18）（周

二至周日）每天三集

12：00 新闻30分

12：35 今日说法

13：15 人世间（16-50）每天五集

17：25 第一动画乐园（周一至周

五）；星光大道（周六）；开

讲啦（周日）

18：12 正大综艺（周日）

19：00 新闻联播

19：38 焦点访谈

20：06 运河边的人们（23-30）（周

一至周四）；剧场（周五、

日）；中国考古大会（周六）

22：37 我住江之头（周一至周五）；

开讲啦（周六）；等着我（周日）

中央台-2（财经）
09：00 正点财经（周一、二、五）；

大国重器（第三季）（周

六）；小吃中国河套地区

（周日）

11：30 周末特供（周一至周五）；记

住乡愁（周六、日）

13：00 记住乡愁（周一、二）；茶界

中国（周四、五）；老广的味

道（第七季）（周六、日）

13：31 回家吃饭（周一至周五）

14：30 消费主张（周一至周五）；

中国传统建筑的智慧（周

六、日）

15：30 生财有道（周一至周五）；种

子种子（周六、日）

17：31 听起来很好吃（周一）；水果

传（第二季）（周二、三）；周

末特供（周四、五）；傲椒

的湘菜（周六、日）

18：30 回家吃饭（周一至周五）；是

真的吗（周六）；一槌定音

（周日）

19：00 生财有道（周一至周五）

19：30 消费主张（周一至周五）；超

级生活家（周六）；职场健康

课（周日）

20:30 经济信息联播（周一、二、

四至日）

21：30 央视财经评论（周一至周

五）；对话（周六）；中国经

济大讲堂（周日）

21：58 我住江之头（周一）；总师传

奇（第二季）（周二至周

五）；对话（周六）；中国经

济大讲堂（周日）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中央台-10（科教）
08：28 健康之路

09：17 探索·发现（周一至周日）

12：00 百家讲坛（周一至周日）

15：29 大千世界（周一至周日）

17：01 跟着书本去旅行（周一至周五）

18：05 健康之路（周一至周日）

18：54 美味暑期（周一至周五）；味

道（周六、日）

19:31 自然传奇（周一至周日）

20：33 探索·发现（周一至周日）

22：00 解码科技史（周一、二）；科

学动物园（周三）；考古公

开课（周四）；大千世界（周

五至周日）

中央台-11（戏曲）
09：56 京剧《锁麟囊》(程砚秋录音

主演)（周一）；京剧《大漠苏

武》（周二）；锡剧电影《珍

珠塔》（周三）；评剧《李双

双》(筱白玉霜录音主演)

（周四）；京剧《大英杰烈》

（周五）；评剧电影《韩玉

娘》（周六）；京剧《野猪林》

（周日）

12：44 最美的青春（35、36）（周

一）；青年霍元甲之冲出江

湖（1-12）（周二至周日）每

天二集

14：25 豫剧电影《穆桂英挂帅》（周

一）；评剧《革命家庭》（周

二）；戏曲电影《刘三姐》

（周三）；豫剧《芝麻官后

伟》（周四）；越剧电影《碧

玉簪》（周五）；越剧《花烛

泪》（周六）；戏曲电影《王昭

君》（周日）

19：30 京剧《铡美案》(裘盛戎、李

和曾录音主演)；戏曲电影

《花木兰》（周一）；戏曲电

影《刘三姐》（周二）；汉剧

《宇宙锋》（周三）；京剧《红

楼二尤》(主演唐禾香)（周

四）；一鸣惊人：戏聚长夏

（周五）；现代京剧《杜鹃

山》（周六）；宝贝亮相吧；

角儿来了：李谷一（周日）

01：12 京剧《当锏卖马》(主演周

凯、陈磊)（周一）；越剧《梁

山伯与祝英台》（周四）；京

剧《定军山》（主演张克）

（周六）；京剧《打金枝》（主

演白金）（周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