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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的发病与慢性胃炎、 胃
息肉、 胃溃疡、 饮食、 遗传等因
素有关， 早期多表现为上腹饱胀
不适， 伴不规则隐痛、 嗳气、 反
酸等， 继而会出现食欲减退、 消
瘦、 贫血、 疼痛。 目前治疗胃癌
多以手术和化疗为主， 为使患者
术后尽快恢复， 应注意以下事
项。

▲胃管应妥善固定， 勿扭曲
或随意拔出， 保持引流通畅， 每
2 小时抽吸胃液一次， 并观察胃
液颜色。 正常情况下， 术后 24
小时内可从胃管流出少量暗红
色或咖啡色胃液， 一般不超过
300-600 毫升， 若 24 小时内仍
有鲜血流出， 说明吻合口有出
血， 应立即报告医生及时处理；
若术后 24-48 小时 ， 胃液逐渐
减少， 颜色正常 ， 肛门恢复排
气， 则可拔除胃管。

▲术后严格禁食； 拔除胃管
后， 当日可适当给予少量含糖饮
料 ， 2 小时 1 次 ， 如无不良反
应， 第三日可逐渐改为全流质
食物， 如鸡蛋汤、 菜汤等， 每次
100-150 毫升， 而后逐渐改为半
流质； 两周后可改为易消化、 无
刺激性、 少渣的软食， 1 个月后
视身体情况而逐渐改为正常进
餐， 忌食生、 冷、 煎、 炸、 酸、
辣等刺激性食物。

▲术后血压平稳、 意识清醒
者宜采取半卧位， 以利于引流胃
液； 术后 1 日可坐起， 3-4 日可
下地在室内活动， 7-10 日拆线
后可适当到室外走动。

▲若术后 1 周仍感腹痛， 持
续发热， 且切口流出较多液体
和胃内容物， 则提示发生了吻合
口瘘， 应立即告知医生及时处
理。

▲术后 1 个月内仍需注意休
息， 但生活可自理； 2 个月后可
参加一些轻体力劳动； 3 个月后
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逐渐恢复正
常的工作与学习。

▲保持心情舒畅， 避免精神
刺激， 切勿过分悲伤、 激动等，
遵医嘱定期复查。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副主任护师 黄美华

有糖尿病
枸杞要慎吃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或有要咨询
的问题，请联系本版责任编辑。

邮箱：57042518@qq.com
��������电话：0731-84326251������34、 什么是卫生监督？

答： 卫生监督是政府实施行
政管理的具体行政行为。 各级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为维护公民健康
权益， 依据卫生法律法规和标准，
对特定人和机构 ， 如医疗机构 、
食品行业、 毒害作业、 公共场所、
供水单位以及学校等部门单位的
相关卫生工作， 做出许可、 强制、
检查、 处罚、 指导等行为， 以保
证居民与社会的卫生安全。

35、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有哪
些内容？

答：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内容
包括 ： （1） 定期进行卫生巡查 ，
发现或怀疑有食物中毒、 食源性
疾病、 食品污染等对人体健康造
成危害或可能造成危害的线索和
健康事件； 发现农村集中式供水、
城市二次供水和学校供水异常情
况， 以及可疑传染病患者和非法
行医、 非法采供血液等相关信息，
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并协助调查 。
（2） 发现从事接触或可能接触危

害因素的服务对象， 对其开展职
业病防治宣传教育、 咨询、 指导。
（3） 开展食品安全、 饮水安全、 职
业病防治等法律法规与卫生知识
宣传， 协助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
培训。

36、 开展卫生监督协管服务
对居民有什么好处？

答： 通过卫生监督协管， 可以
解决目前基层卫生监督存在的问
题。 （1） 及早发现各种卫生安全
问题与可疑传染病、 职业病患者，
及早处理隐患， 及早救治病人， 惠
及广大人民群众。 （2） 通过卫生
宣传， 提高城乡居民对卫生法律法
规与卫生知识知晓率， 提高人民群
众的食品安全和疾病防控意识， 最
大限度地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发生， 切实为广大群众提供卫生健
康保障。 （3） 充分发挥卫生监督
协管员的前哨作用， 通过日常监
督、 群众举报等方式及时发现违反
卫生法规的行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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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医生信箱

张医生：
我有个亲戚得了胆囊结石，

医生建议她做手术， 可一提到
手术， 她有点害怕， 请问胆囊
结石必须手术切除吗？

湖南读者 肖先生
肖先生：

很多人都有胆囊结石， 只
是有一部分人可能终生都没有
任何症状， 对工作生活没有影
响 ， 这部分人可以不需要治
疗， 但应每半年做一次肝胆 B
超， 观察结石有没有增大， 胆
囊壁有没有增厚， 胆囊有没有
萎缩等。

而对于那些伴有严重胆囊
炎或胆囊炎反复发作、 胆囊壁很
厚、 胆囊失去功能的患者， 则建
议切除胆囊， 彻底免除后患。

不论有无症状， 胆囊结石
患者均可以在医生指导下， 服
用一些消炎利胆的药物， 生活
中做到起居有常， 保证充足睡
眠、 心情舒畅； 饮食以温热为
宜， 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
如蔬菜、 胡萝卜、 水果， 减少
高脂、 高蛋白食物的摄入， 少
吃甜食及辛辣刺激性食物； 注
意饮食卫生， 避免肝吸虫、 胆
道蛔虫等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张医生

地址：长沙市德雅路 891 号
对外电话：0731-8431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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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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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心脏病 （如冠心病、 风
湿性心脏病、 心律失常） 的人如
果输液时速度过快， 或输液量过
大 ， 会出现突然 、 严重的气急 ，
呼吸可达每分钟 30-40 次， 且不
能平躺， 需端坐呼吸， 以及咳嗽、
咳大量粉红色泡沫痰等症状， 同
时伴有心悸、 濒死感， 这就是急
性左心衰的主要症状———急性肺
水肿， 医生检查时会发现患者脉
搏增快， 听诊可闻及奔马律 （心
跳好似马蹄声） 及双肺水泡音和
哮鸣音， X 线胸片可见肺有蝴蝶
状大片阴影 。 如果抢救不及时 ，
可迅速发展为心源性休克、 昏迷，
严重者可致死亡。

休克早期可表现为烦躁不安、
焦虑、 面色苍白、 出冷汗、 皮肤湿
冷、 心跳快速、 血压不稳等； 中期
除上述症状外， 还会出现反应迟
钝、 表情淡漠、 意识模糊、 尿少或
无尿、 昏迷等， 医生检查可发现患
者脉搏细速 （稍按压即消失）、 血
压降低 （收缩压在 80 毫米汞柱以
下）； 晚期可有皮肤黏膜出血、 尿
血 （内脏出血征象）、 颈静脉怒张、
呼吸衰竭、 肾衰竭和肝衰竭等， 严

重者可并发心跳骤停。
一旦出现急性左心衰症状 ，

患者应掌握必要的自救方法， 为
医生的抢救争取时间。 对于急性
肺水肿者， 病人则应采取坐位或
半卧位， 两腿下垂， 以减少回心
血量， 有氧气者立即吸氧， 以缓
解缺氧状态； 有条件者， 可请家
人帮助测血压 ， 如收缩压在 100
毫米汞柱以上， 可舌下含服硝酸
甘油 （扩张血管 ， 减少回心血
量）， 首次含服 0.3 毫克， 5 分钟
后再测血压， 如血压在 90 毫米汞
柱或以上 ， 可再含服 0.3-0.6 毫
克， 同时速送医院急救。

对于出现休克症状者， 则要
平卧， 且不用枕头 （减轻脑缺血）
或双腿抬高与床或地面约成 30°
（促使腿部血液流向重要器官 ），
添加衣物或盖被保暖 （因伴肢体
湿冷）， 如因气急不能平卧者， 可
改半卧位， 同时保持镇静， 施救
者尽量不要搬动病人， 有氧气者
立即吸氧， 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等待医护人员前来救援。

广东省连州市北湖医院
主任医师 陈金伟

��������枸杞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多种维生素、 钙、 铁等营养物
质， 有明目之功， 俗称“明眼
子”， 对于肝血不足、 肾阴亏虚
引起的视物昏花和夜盲症有很
好的治疗作用。 但枸杞含糖量
较大， 每 100 克含糖 19.3 克，
所以糖尿病患者须谨慎服用。

图/文 李明新

怎样自救
�������44 岁的曾先生因醉酒到医院就诊， 医生给予输
液、 利尿、 护肝及对症支持治疗。 输液过程中， 曾先
生突然出现气急、 剧烈咳嗽、 面白唇紫、 大汗淋漓等
不适， 鼻腔和口中还涌出了大量粉红色泡沫痰。 家人
急请来医生， 经检查后诊断为急性左心衰， 虽给予了
积极抢救， 但因曾先生患有冠心病、 心律失常等基础
病， 经抢救 30分钟无效死亡。

糖尿病人慎食枸杞

胃癌术后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相关知识之十二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