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竞丹） 2 岁的乐
乐 （化名） 近几日一到晚上便哭闹不
止， 睡觉也是辗转反侧极不安稳， 几天
后， 妈妈刘女士发现， 乐乐身上突然多
了 10 几个包， 又红又肿， 这才赶紧带
孩子到上海市新华医院检查。 经医生诊
断， 这些包只有部分是蚊虫叮咬造成，
其他为湿疹所致， 经过一系列对症治疗
后乐乐的症状才得以控制。

该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郭一峰表示，
由于宝宝新陈代谢旺盛， 出汗较多且皮
肤娇嫩， 极易受到皮肤疾病侵袭。 因此，
降低室温从而降低宝宝皮肤温度， 避免
宝宝过多出汗， 是预防皮肤炎症的关键。
一旦发现孩子患上湿疹、 红斑等皮肤炎
症， 可选择含有金银花、 板蓝根、 龙胆
草等中药植物成分的产品， 达到清热解
毒、 杀菌消炎、 滋养护肤的效果。

本报专访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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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新闻������妇科疾病是女性常见病、 多发
病， 近年来， 死于宫颈癌、 子宫
癌、 乳腺癌等症的女性越来越多，
女性盆底障碍性疾病也成为五大
慢性疾病之一， 且久治不愈， 给女
性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 为此， 长
沙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健康中心主
任周燕飞于 2013 年专赴法国进行
盆底障碍性疾病诊治技术专项培
训， 成为湖南省内获得盆底治疗
技术欧洲二级证书的第一人， 大
大加速了妇女健康中心量和质的
飞跃， 帮助了众多女性重获健康。
近日， 记者采访了周燕飞。

“妇科疾病几乎每个女人都得
过， 与其待到它不得不做手术或与
之抗争无效， 不如提前做好预防保
健， 将伤害降至最低。” 周燕飞苦
口婆心， 一再强调预防的重要性。
她温柔、 有耐心、 医嘱重复再重
复。 作为女人， 她认为， 只有健康
才能美丽， 才能提高生活幸福感。

周燕飞介绍， 当盆底组织受到
损伤出现病理变化时， 盆腔脏器乃
至相应器官的生理状态及功能发
生病理改变， 盆腔脏器 （下尿路、
生殖道、 下消化道） 便会出现功能
障碍， 具体临床表现为盆腔器官脱
垂、 尿失禁、 粪失禁、 性功能障碍
等。 为什么会导致盆底受损呢？ 妊
娠、 分娩为首要原因， 包括生产次

数多、 产伤、 巨大胎儿、 产程延长
等， 其次是肥胖、 衰老、 腹部、 盆
腔及会阴手术影响。

绝大部分女性在生育小孩后，
会自然而然地把精力都转移到孩子
身上， 从而忽略了自身的休养和盆
底功能康复训练， 很可能会影响终
身的健康。 长沙县 28 岁患者晶晶
（化名） 因产后导致耻骨联合分离，
被送进了医院。 晶晶当时疼痛万
分， 不能行走， 情绪也时常失控。
周燕飞接诊后， 给其进行神经肌肉
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治疗， 使分离
的耻骨联合部恢复。 同时在治疗期
间， 周燕飞非常重视晶晶的心理变
化历程， 不仅用通俗的语言与图表
解释得病的原因及原理， 还耐心引
导她， 给她信心， 从而加快了恢复
进程， 避免了产后抑郁的发生。

周燕飞表示， 产后女性或多或
少都会出现盆底疾病， 只是轻重程
度不同而已。 盆底肌肉就像弹簧床
一样， 依靠环境的变化调节自身的
张力， 通过持续的活动提供动态的
支持， 无论是顺产还是剖腹产， 妊
娠当中激素的变化， 还有妊娠期间
胎儿的逐渐增大， 对女性的盆底功
能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 因
此， 女性要非常注意自身健康的调
养与保健， 常做健康检查， 防患于
未然。

2013 年， 国家人口计生委发
布的一组数据显示， 中国每年人工
流产至少 1300 万人次， 这还不包
括 1000 万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私
人诊所做的人流数字， 人流数位居
世界第一。 流产对女性的伤害有多
大？ 轻者也许只是小伤， 重者可能
从此疾病缠身或丧失掉再次怀孕的
机会。

长沙望城区 30 多岁的袁女士
来到医院就诊， 这已经是她第 17
次做流产手术了。 周燕飞接诊后，
尽管非常痛心并有些愤怒， 但还是
温和地给其做了流产手术。 手术过
后， 周燕飞三番五次严肃地劝导袁
女士： “千万不要以为已经生育
了， 就可以因省事或抱有侥幸心态
而不采取正确避孕措施， 流产手
术做得过多， 对身体的伤害到中年
才会显现出来。”

周燕飞告诉记者， 医院 47.9%
的流产患者是从未生育过的年轻女
孩， 她接诊过的年纪最小流产患者
是一位 13 岁的女孩， 她当时根本
不知道流产会给身体带来多大的伤
害。 对此， 周燕飞常常感到心痛与
无奈： “每年都有世界避孕日， 到
处都有科普宣传， 为何还有这么多
的流产患者， 这么多女性不爱惜自
己的身体？” 她主张女性 “我生育，
我做主”。 同时强调， 作为家长，
无论女孩还是男孩， 都应该从孩子
步入青春期开始就教育他们如何自
爱并爱护他人。 这样的话， 既能拥
有美妙的爱情， 还能拥有不受伤害
的身体。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有心便会
有成效。 周燕飞 30 年来的勤奋 、
执着也换来了累累硕果， 取得令人
瞩目的成就， 她带领全中心创立了
国家级 “流产后关爱 （PAC）” 优
质服务医院的科室， 2013 年通过
复评， 获 PAC 优质服务示范医院。
已有 3 万多名患者免费得到流产后
关爱服务。 产后康复科也成为目前
省内最具有规模和技术水平的盆底
障碍性疾病诊治中心、 培训中心及
产后康复中心之一。

做个健康美丽的女人
本报记者 张丽 通讯员 孙涛

������本报讯 （通讯员 曹璇绚） 8 月 12
日晚， 一名男子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破
裂， 中南大学湘雅专家紧急开展微创一
体式支架介入手术， 为其迅速完全封堵
了破裂处， 挽救了患者生命。 目前， 该
名患者病情趋于稳定。

据了解， 41 岁的陈明 （化名） 在 9
个月前做过直肠癌手术， 不久前又由
于车祸外伤进行了左肾切除手术。 7 天
前， 陈明开始感到腹部疼痛， 并出现
肿块， 到医院时血压已急剧降低。 经
查， 为腹主动脉假性动脉瘤且已发生
破裂， 情况十分危急。

由于陈明在 9 个月的时间里已经
接受过 2 次大手术， 且多处脏器黏连，
在这样的情况下若进行剖腹手术， 将
耗费大量时间且风险巨大。 血管外科
主任黄建华教授决定立即施以微创手
术， 采用介入支架隔绝的方法进行治
疗。 仅耗时 40 分钟， 一体式支架即放
入陈明腹主动脉及两侧髂动脉， 完全
封堵了缺口， 瞬间将血止住。

图为周燕飞（左二）在查房。 （医院供图）

红墙--中南海的代名词， 担任过
国家领导保健医生的人， 被称作 “红
墙国医”。

俗话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 尽管
如今活过七十岁的大有人在， 但是与
中南海红墙内领导人的寿命相比， 健
康状况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最近， 一本全面讲述中南海保健
工作者实录的 《红墙健康卫士》 一书

正式出版， 书中首次披露了红墙国医
赵冠英教授 45 年为中南海老首长、 老
领导做医疗保健工作的经验总结， 揭
秘了老首长、 老领导是如何通过培补
元气治疗慢性病， 防老抗衰， 健康长
寿。

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有种恍然大悟
的感觉， 原来秘传中南海的祛病养生
之道是如此的朴素， 按照书中的方案

调养 ， 就能防老抗衰 ， 健康长寿 ！
《红墙健康卫士》 一书得到了数十位红
墙保健医生的全力推荐。

现在， 为答谢读者， 限量赠送 《红
墙健康卫士》 500 册， 读者可拨打电话
400-750-7755 申领此书 ， 数量有
限， 每人限领一本， 以报名先后次序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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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健康行组委会 （公益活动）

（2011）第 173954 号

88岁国医赵冠英 解密长寿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