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读者问

������孩子好动， 难免
会因为各种意外引发
外伤， 外伤后家长会
非常关心伤口和疤痕
治疗方面的问题。

一般来说， 倘若
是外伤伤及真皮深
层， 只要有条件， 还
是建议 24 小时内尽早缝合处
理。 如果条件允许， 缝合时
首选疤痕科或整形外科， 很
多急诊医生担心拆线时伤口
裂开 ， 会要求 10 天以上拆
线， 这势必会留下明显的针
脚疤痕。 整形外科常规建议
面颈部拆线时间为 5 天， 其
它部位尽量不超过一周， 如
果分层缝合， 还能提早拆线。
拆线后建议尽早使用减张胶
布 24 小时护理， 至少半年，
可以有效防止疤痕变宽和增
生。 对于祛疤药膏， 各种药
膏只能减轻疤痕的增生和充
血， 不能去除疤痕和不让疤
痕增生， 而且要长期使用才
可能有一点疗效 ， 拆 线 后
（伤口无渗出已愈合） 立即使
用减张胶布 ， 3 天后开始清
洗 ， 完全脱痂后在专业医生
的指导下， 再配合一种药膏
或贴片辅助护理。

针对烧烫伤儿童， 深二
度以上的创伤肯定留疤， 一
旦受伤， 尽早去正规医院处
理， 防止伤口感染加重病情。

伤口愈合后， 立即进入抗疤
阶段。 加压治疗是防止烧烫
伤疤痕增生最基本最有效的
护理措施， 一天加压最好 23
小时以上 ， 坚持半年以上 。
疤痕避免受热。 如有影响活
动和功能的疤痕应尽早做松
解手术或康复锻炼。 不到万
不得已不做植皮手术， 否则
很可能会造成取皮区 、 供皮
区的双重伤害。

儿童手术的疤痕相对不
会太明显， 毕竟孩子的修复
能力比较强大， 有时即使出
现术后疤痕增生， 那也大多
是增生性疤痕， 不是疤痕疙
瘩， 所以， 不会一直蔓延生
长 ， 有个自然消退的过程 。
术后的护理也主要集中在减
张、 硅胶材料、 加压等方面。

需要提醒的是 ， 治疗疤
痕没有捷径可走， 更多的是
交给时间 ， 能少走点弯路 ，
对孩子和家长来说无疑是件
好事。

广西医科大学医学硕士
吕若琦

������25 岁的凌小姐因摔伤后留
下疤痕， 十分难看， 这对于爱
美的她来说， 难以忍受。 近日，
她在一家医院做了疤痕切除术，
后又在南京市肿瘤医院放疗科
接受电子线照射技术， 解除了
烦恼。

该院放疗科主任医师童金龙
介绍， 手术切除+电子线照射是
目前治疗疤痕疙瘩周期最短 、
治愈率最高、 治疗后外观效果
最好的治疗方法， 可干扰修复
细胞的成纤维细胞和胶原代谢
环节， 从而实现切口愈合 ， 避
免复发。

常用的外照射技术包括千伏
X 线 、 β 电子线和近距离照射

（如放射性核素铱-192 等）。 南京肿瘤
医院使用西门子的电子直线加速器 ，
照射野在手术缝线外放 1-1.5 厘米。 每
天 1 次， 5 天为一个疗程。 经过 1 个疗
程的治疗， 凌小姐的疤痕切口愈合良
好， 疤痕处痒痛症状减轻。 若放疗后
随访一年以上未在切口处复发， 局部
变平变软， 痛痒症状消失则为治愈。

童主任提到， 不少患者担心电子
线照射会对健康造成一定影响。 事实
上这是个误区， 瘢痕疙瘩治疗的电子
线剂量较小， 而且精准度极高， 不会
对身体造成大的伤害。 但是对特殊部
位不主张治疗， 如眼周， 儿童及未生
育患者的生殖系统附近， 儿童的甲状
腺和胸腺附近。

通常情况下， 疤痕疙瘩单纯手术切
除后的复发率较高 （文献报道为 50%-
100%）， 所以手术切除后建议结合电子
线照射来综合治疗。 但不是每个人都适
合做， 需要综合瘢痕疙瘩的大小， 以及
周围皮肤的松紧程度来判断。

杜傲宇

伤口瘢痕防治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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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南京市 52 岁的张大妈， 一
个月前在家打扫卫生时， 不慎被一枚
铁钉戳伤了脚底， 当时未引起重视。
5 天前， 张大妈突然出现张口困难、
乏力、 头晕、 咀嚼无力、 烦躁不安等
症状， 连忙到南京市第二医院就诊，
诊断为破伤风收治外科。 入院时张大
妈大汗淋漓、 呼吸急促、 口唇发绀、
牙关紧闭、 手足抽搐不止， 病情危
重。 医生随后在了解病史时发现， 张
大妈在铁钉扎脚后只是在家简单地用
水冲洗一下， 见没有出血就未再做处
理， 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杆菌经由皮肤
或黏膜伤口侵入人体， 在缺氧环境下
生长繁殖， 产生毒素而引起阵发性肌
肉痉挛的特异性感染， 而持续的呼吸
肌群和膈肌痉挛可致呼吸骤停， 严重
者可因窒息、 心力衰竭、 肺部感染而
死亡。 因此， 提醒市民务必加强自我
保护意识， 避免皮肤受伤， 出现下列
情况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注射破伤风
抗毒素： 1、 任何较深而窄的外伤切
口， 如木刺、 锈钉刺伤； 2、 伤口虽
浅， 但沾染人畜粪便； 3、 未经消毒
处理的急产或流产。 有伤口者， 需在
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后， 进行彻底清
创。 清除伤口的异物、 坏死组织或脓
液， 除常规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外， 建
议早期注射破伤风人体免疫球蛋白。

南京市第二医院外科主任 张王山
（嵇旭东 张立 整理）

������平时在生活中， 一不小心我
们就有可能被开水烫一下或被火
烧一下， 留下伤口。 较浅的伤口
大多能自行愈合， 不留瘢痕。 而
有些较深或者处理不当的伤口在
愈合后极易留下严重的瘢痕， 从
而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不适和心
理上的负担。 那不慎受伤了， 如
何减少瘢痕的形成呢？

凡能引起皮肤深部的损伤 ，
破坏皮肤深部各层结构的均导致
皮肤形成瘢痕。 Ⅰ度及浅Ⅱ度烧
伤均局限于真皮浅层， 愈合后一
般不留瘢痕。 深Ⅱ度或Ⅲ度烧伤
创面愈合后 1-3 个月， 瘢痕开始
逐渐增厚 ， 并伴有疼痛 、 瘙痒 、
灼热和紧缩感。 关节部位瘢痕可
因挛缩出现畸形和功能障碍。 所
以 ， 预防瘢痕的增生尤为重要 。
烧伤早期应积极保护烧伤创面 ，
避免或减轻感染， 杜绝医源性因
素使创面加深， 尽量不使创面出
现肉芽组织。 术后早期及时进行
主动与被动锻炼， 并实施弹力压
迫 。 通过实施非手术预防措施 ，

结合必要的手术， 适时而高质量
的封闭创面， 把后期的挛缩畸形、
功能障碍、 外貌毁损降低到最低
限度。

烧伤早期采取各种预防措施
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瘢痕的增生，
但无法阻止瘢痕的形成。 烧伤整
复的本质是松解挛缩、 矫正外观
畸形， 不应把全部精力集中在烧
伤瘢痕切除上。

表浅性瘢痕大多不需治疗 ，
即使发生在面部， 也需谨慎手术。
确实需要治疗的情况下， 可根据
瘢痕具体情况沿皮纹方向切除 ，
或行瘢痕改形或分次切除。 切忌
使用皮片移植， 以免效果不佳。

针对表面皮肤正常、 范围较
小的凹陷性瘢痕， 可以钝针进行
皮下松解， 然后以自体颗粒脂肪
充填解决。 若皮肤表面瘢痕明显，
可将瘢痕皮肤切除， 潜行分离瘢
痕两侧的皮下组织， 逐层缝合供
充垫凹陷， 外观可随之改善。

如凹陷性瘢痕范围虽小， 但较
深， 则需采用局部脂肪瓣或肌瓣的

转移， 或真皮、 脂肪、 筋膜、 软
骨、 骨组织的游离移植， 或组织待
用品植入的方法， 才能将凹陷彻底
充填平整。 凹陷性瘢痕范围较大
时， 则需采用局部皮瓣、 肌皮瓣或
游离组织瓣移植的方法改善外形。

萎缩性瘢痕对功能和外观影
响较小， 通常不需治疗。 位于面
部有碍美观者， 可酌情考虑直接
切除缝合或瘢痕切除局部皮瓣转
移术。 若范围较大者， 可考虑做
皮肤磨削术。

增生性瘢痕有自行退变、 软
化的可能。 一般情况下， 治疗增
生性瘢痕应采用非手术疗法和功
能锻炼， 等待瘢痕成熟、 软化且
停止生长后， 再行手术治疗。

瘢痕疙瘩、 瘢痕癌及挛缩性
瘢痕都是烧伤瘢痕比较严重的情
况， 应将瘢痕治疗的各种措施综
合应用， 选用最简便、 安全又能
满足治疗要求的方法， 达到功能
与外形均满意的效果。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整形外科 陈红波

�������广西柳州读者普先生问： 我父亲
今年 83 岁， 3 年前开始走不了远路，
起初走 300米就觉得小腿酸痛， 后来
逐渐缩短成 100 米、 50 米。 到 3 个
月前脚背出现溃疡， 疼痛难忍， 到当
地医院做伤口消炎、 消毒等处理都不
见好， 我到底该到哪个科室就医？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吕文武回
复： 像您父亲这样的足部溃疡和疼痛
很可能是因为血管堵塞导致的， 可以
考虑先到介入血管外科进行相关的检
查确诊后， 再做手术开通血管。

这种介入手术会有专业的医生团
队通过评估先确定病人是否耐受手
术。 介入治疗是在不开刀暴露病灶的
情况下， 在影像设备 （血管造影机、
透视机、 CT、 MR、 B 超） 的引导下，
在血管、 皮肤上作直径几毫米的微小
通道， 或经人体原有管道， 对病灶进
行微小创伤治疗的一种方法。

一般开通闭塞的动脉后， 患病的
肢体疼痛很快就可以得到缓解， 再经
过 1 个月左右的康复换药调整， 脚部
溃疡也能得到很好的愈合， 行走也能
恢复如初。

烧烫伤 如何减少瘢痕形成
铁钉戳伤
须打破伤风针

科学处理
孩子外伤后少长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