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湘雅二医院病床上， 姐姐丽丽 （化名） 非常懂事，

吃面包的时候也不忘喂弟弟多多（化名） 吃。

记者 程钰添 摄

本报讯 （记者 魏静） 近日， 记者从

部分医院呼吸科了解到，春季天气变化大，

“胃肠型感冒”的患者增多。

近日，在长沙某中学读书的学生晓峰，

出现了食欲差、腹泻等情况，以为是吃坏了

肚子或是受凉引起的， 家长便自行买了些

治疗胃肠炎的药给他服用， 可是服用了几

天都不见好转，还是全身酸软，到医院看病

后被诊断为“胃肠型感冒”。 晓峰妈妈百思

不得其解： 拉肚子怎么会是感冒呢？

“食欲差、腹痛、恶心、呕吐、拉肚子，同

时伴有上呼吸道症状， 这很可能是病毒所

致的胃肠感冒。春天病毒活跃感冒易发，然

而‘胃肠型感冒’ 有时上呼吸道症状不明

显，所以也容易使人产生混淆。 ”长沙市第

三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朱应群解释到，

“胃肠型感冒多发生在体质弱和消化道防

御功能差的人群，如小孩。胃肠型感冒很容

易与急性胃肠炎相混淆， 鉴别胃肠型感冒

与肠胃炎这两类疾病主要是查清病史中有

无进食不当的情况。 如果最近几天都没有

进食不洁食物， 加上服用治疗急性胃肠炎

的药物几天症状都不见好转， 应该想到是

胃肠型感冒，应该换药。”

专家表示： 一旦患上胃肠型感冒， 要

防止接触传染， 注意用手卫生， 多吃一些

清淡易消化的半流食或流食， 如米汤、

粥、 面条等， 不宜摄入过量的油腻食品和

脂肪， 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原是感冒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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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卫

生

报

读

卖

新

闻

２
０
1
1

年

3

月

3
1

日

星

期

四

责

任

编

辑

戴

勤

版

式

胡

雪

文

Ｅ
－
ｍ
ａ
ｉ
ｌ
押
ｚ
ｈ
ｘ
ｙ
５
８
＠
１
６
３
．
ｃ
ｏ
ｍ

健康快车

□

□

◇主持人 魏静

姐

弟

双

双

患

上

先

心

病

看着在病床上撒欢的一双儿女， 27 岁的李任坛

很担心， “希望病情不会给他们成长的道路带来影

响。” 3 月 28 日， 他的两个孩子都因患上先天性心脏

病住进了湘雅二医院小儿心脏外科的病房。

他不明白孩子们为什么会患上这种病， 妻子没有

孕期药物史， 双方也没有家族遗传史。 两夫妻怀疑，

可能与孕期的工作环境有关。

工作环境臭氧味浓

李任坛家住邵阳绥宁县水口乡大浪江四组， 自大

学毕业后就在广东东莞石龙镇新城开发区的柯尼卡美

能达工作。 这是一家从事打印机和复印机以及碳粉生

产的厂家。

在怀上两个孩子期间， 妻子和他都没有离开过工

厂。 “工厂里有很浓的臭氧味， 一进去就会咳嗽，”

李任坛说。 2009 年辞职休息半年后， 他咳嗽的情况

才好转。 他回忆， 工厂提供有一次性口罩， 但是几乎

所有人都没有佩戴口罩。

在湘雅二医院小儿心脏外科的病房里， 李任坛给

记者看了他专门从工厂带回来的碳粉样本。 刚打开塑

料袋， 手指就被染红了。 “碳粉的吸附性很强， 不知

道是不是它们导致了孩子患先天性心脏病。”

李任坛准备带着这些样本去化验， 看是否是导致

孩子们患病的一个原因。

医生猜测与母体供氧不足有关

湘雅二医院小儿心脏外科医学博士刘继佳介绍，

先天性心脏病发病原因目前医学界并不清晰。 “辐射

导致的基因突变、 空气污染、 孕期宫内感染、 孕期乱

服用药物都可能导致新生儿患先心病”， “如果只问

碳粉是否会导致患病， 目前还没有人做过这种实验，

不好说。”

“如果母亲总是处在缺氧的环境里， 供氧不足，

会间接影响到胎儿。” 刘继佳猜测， 孩子患病也许与

母亲工作环境的氧气浓度有关。

3月29日和 30日， 姐弟俩分别进行了手术。 主治

医师谢立介绍， 他们术后可以像正常的孩子一样生活。

职业病维权要完备证据

目前， 李任坛想要走出维权的第一步， 先验证碳

粉是否会致病， 下一步该如何走， 他还没想好。

记者就此采访了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蒋律师， 他

介绍， 要收集小孩患先心病与工厂工种以及环境的关

联性、 孕期仍在上班、 工厂职业病防护措施不力、 孕

妇属于该工厂职工等的相关证据， 然后依法协商维权

或起诉维权。

138****8520： 我 24

岁， 近几年月经每次都

有 20 多天。 检查说我卵

巢储备功能不好。 医生

让我服用避孕药妈富隆

治疗功血请问怎么服用

呢？

常德市第二人民医

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陈

永红： 你的经期异常。

需要行生殖内分泌检

查， 若已经排除了其他

病因确诊为功血， 可在

月经周期第 1-5 天开始

服用妈富隆 ， 每日 1

片， 连服 21 日。 妈富

隆是复方口服避孕药，

有下述任一情况时应当

禁用： 有或曾有血栓、

栓塞前驱症状、 存在一

种严重的或多个静脉或

动脉血栓栓塞的危险因

子、 伴血管损害的糖尿

病、 严重高血压、 严重

异常脂蛋白血症、 已知

或怀疑的性激素依赖的

生殖器官或乳腺恶性肿

瘤、 肝脏肿瘤、 有或曾

有严重肝脏疾病、 肝脏

功能未恢复正常、 不明

原因的阴道出血、 已妊

娠或怀疑妊娠、 哺乳期

妇女。

138****3215： 附睾

炎容易治疗吗？ 对生育

有没有影响?

�������长沙市中心医院泌

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傅发

军： 附睾炎和睾丸扭转

的临床症状非常相似，

很容易混淆。 就诊时需

要做一个阴囊彩超和

ECT （放射性核素检查）

来判断睾丸的血流情况，

以确诊到底是附睾炎还

是睾丸扭转， 如果是睾

丸扭转则需要在 12 小时

内紧急处理， 否则会出

现睾丸坏死。 如果确诊

为附睾炎， 只要进行及

时规范的治疗是能够完

全治愈的， 但疗程较长，

需要治疗 2 周以上。 治

愈后一般不会对生育产

生影响。

记者 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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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功血如何

服用妈富隆？

附睾炎对生育

有影响吗？

湘雅医院

4月 3日－5日门急诊照常开放

急救电话：0731-84327098

湘雅二医院

4月 3日—5日门诊开放。

急救电话：0731-85295555

湖南省人民医院

4月 3日－5日门急诊照常开放

急救电话：0731-82278048、82278120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4月 3日停门诊，4、5日门急诊开放

急救电话：0731-85232650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4月 3日－5日，门急诊照常开放

急救电话:0731-84332238

湖南省肿瘤医院

4 月 2 日、4 日门诊开放，3、5 日停门

诊。 急诊开放

咨询电话：0731-88651900

长沙市中心医院

4月 3日—5日门急诊照常开放

急救电话：0731-85667911

长沙市第一医院

4月 3日－5日门急诊照常开放

急救电话：0731-84911120

长沙市传染病医院

4月 3日—5日门急诊照常开放

咨询电话：0731—82223156

长沙市第三医院

4月 3日 -5日门急诊照常开放

急救电话：0731-85145120

湖南省胸科（结核病）医院

4月 2日 -6日，门急诊照常开放

咨询电话：0731-88867651

旺旺医院

4月 3日-5日大部分科室开放门急诊

咨询电话：0731—82775411

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

4月 3日 -5日，停门诊。 急诊开放

急救电话：0736-7301111

清明假日医院“无假日门诊”

本报讯 （记者 魏静） 清明假

期间， 许多医院门诊不放假。 近

日， 记者搜罗了部分医院的门急诊

安排时间， 以便假期中， 市民突发

病痛时就诊。 另外 ， 还可登录

www.jk725.com 进行网上预约挂

号。

当心“晕针”

接种疫苗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长沙读大学的

小陈前两天体检时顺便打了一针乙肝疫

苗， 没想到打完后没超过一分钟， 眼前居

然开始变黑， 听觉明显下降， 两腿发软。

医生表示， 这是典型的“注射恐怖症” 即

“晕针”。 疾控部门表示，“晕针” 现象与心

理因素有关，尤其在青少年中最为常见。

为减少诸如“晕针”、“晕血”等不良反

应，日前，长沙市疾控中心专家出台《疫苗

接种家长须知》，指导家长在小孩接种疫苗

前、接种时、接种后的日常料理及护理，配

合疾控部门更好进行疫苗接种工作。

专家表示，在疫苗接种前，要让孩子吃

好、休息好，以防晕针。 保持孩子接种部位

皮肤清洁， 尽量在接种前先洗澡， 换上柔

软、宽松的衣服。 如果孩子近几天有发烧、

拉肚子、咳嗽、流鼻涕、抽搐等症状出现，或

者患有心脏、肝脏、肾脏疾病，或皮肤类疾

病，正在使用一些药物，上一次接种疫苗后

出现高热、抽搐、荨麻疹，一定要告诉负责

接种工作的医生， 让医生决定能不能接种

疫苗。

接种时， 家长需要尽量安抚孩子的情

绪，采用合适的坐姿抱紧儿童，配合护士接

种疫苗。接种后，应让儿童在现场休息观察

15-30 分钟， 此过程中孩子未出现任何不

适方可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