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现心悸
尽快查病因

��������朱老伯因双肾结石疼痛难
忍到医院接受治疗。 住院第二
天午休时， 他突然从睡梦中憋
醒， 呼吸急促困难， 唇面发绀，
精神萎靡。 医护人员立即对他
实施抢救， 结果从他的咽喉部
取出一活动性义齿和牙套。 原
来， 朱老伯镶了一副假牙， 平
时在家睡觉前都会将牙套取出
来， 到医院就诊时没告诉医生
自己戴了牙套， 中午午休时图
省事也没取下来， 导致睡梦中
假牙意外脱落， 堵住了气管，
幸亏医护人员及时抢救才转危
为安。

一些老人为了省事睡觉前

不摘掉假牙， 就医时也不记得
告诉医生， 这就为自己埋下了
隐患。 常宁市中医院内一科主
任 、 副主任医师胡美菊指出 ，
假牙是口腔异物 ， 进入口腔后
会逐渐形成菌斑， 如果每天得
不到彻底清除， 病原菌就会异
常增殖， 并与其他危险因素共
同作用， 引起严重的口腔和其
他全身疾病。 一项调查结果显
示， 88.1%的假牙配戴者不能有
效地清洁假牙， 60%的假牙配戴
者患有义齿性口炎。 另外 ， 附
着在假牙上的其它病原菌也可
通过口咽部进入呼吸系统而引
起细菌性肺炎， 进入循环系统

形成菌血症。 如果意外脱落进入
气管， 可直接造成窒息， 若进入
消化道， 有可能划破消化道壁，
造成大出血。

胡主任建议老年朋友除了注
意自身疾病外， 对一些安装在身
上的异物也要十分留意。 老人也
不能长时间只戴一幅假牙， 因为
一副假牙戴的时间过久， 会加速
牙槽嵴的萎缩 ， 牙床会加速变
低， 这样一来就没了固定支撑假
牙的位置， 再想安装假牙就非常
困难了。 建议每 5 年左右考虑重
做新假牙， 睡觉前要将牙套取出
来， 以免造成意外伤害。

吴超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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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ys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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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医生信箱

������据媒体报道， 6 月 5 日， 科特
迪瓦国家足球队主力后卫蒂奥特在
训练时因突发心源性疾病猝死。 近
年来 ， 随着心血管病发生率的增
高， 心源性猝死的发病率也明显增
加， 仅我国每年就有约 54 万人死
于心源性猝死。 他们大多患有器质
性心脏病， 包括冠心病、 肥厚型和
扩张型心肌病、 心脏瓣膜病、 心肌
炎、 非粥样硬化性冠状动脉异常、
浸润性病变和严重室性心律失常
等。 而药物中毒、 血小板聚集、 冠
状动脉痉挛、 心肌缺血、 电解质失
调 、 过度劳累 、 情绪压抑或激动
等， 也可触发心脏性猝死。

心源性猝死大多在 1 小时之内
发生， 并在 1 小时之内心脏突然停
跳。 如果能在发病后 5 分钟内得到
正确的急救， 约有一半的患者能起
死回生。 然而， 由于大部分猝死发
生在家中或公共场所， 且第一目击
者又缺乏救人意识和急救技能， 患
者常常在无数目击者的眼前死去。
有数据显示， 心源性猝死在我国的
抢救成功率不足 1%,在美国是 8%-
10%， 而北欧国家甚至高达 30%以
上。 其实， 并不是我们的医院和医
生的技术水平比西方国家差， 而是
全民救护意识差 ， 急救知识未普

及， 公共场所
没 有 心 肺 复
苏、 自动体外
除颤设备。

第一目击
者是救治突发
心脏疾病患者
的救命恩人 ，
早期的呼救 、
心肺复苏、 自
动体外除颤 ，
需要由目击者
来完成。 第一
步 ， 第一时间检查患者的意识反
应， 可以轻摇肩膀并大声叫喊: “你
还好吗?” “你带了救心丸吗 ？”；
如果没有反应， 则呼叫救命， 并拨
打 120 急救电话； 让患者仰面朝上
平躺， 然后解开患者衣领， 抬举下
颌保持气道开放 ， 观察胸廓 、 鼻
子， 看有没有呼吸。 第二步， 检查
患者脉搏， 如果发现没有脉搏， 应
立即开始胸外按压 ； 患者仰卧平
躺， 施救者把手掌放在患者胸部正
中、 双乳头之间的胸骨上， 另一只
手平行重叠压在其手背上， 有节奏
地上下按压胸廓， 尽量不要中断。
第三步， 连续按压 30 次后， 对患
者进行人工呼吸。 患者取仰卧位，

施救者一手放在患者前额， 并用拇
指和食指捏住患者的鼻孔， 另一手
托住患者颏部， 使头尽量后仰， 保
持气道开放状态 ； 然后深吸一口
气， 向患者口内连续吹气 2 次， 每
次吹气时间 1-1.5 秒， 停止吹气后
松开贴紧患者的嘴， 并放松捏住鼻
孔的手 ； 如患者仍未恢复自主呼
吸， 则要进行持续吹气， 吹气频率
为 12 次/分钟。

时间就是生命。 当发现身边有
人出现呼吸困难、 心脏骤停后， 要
第一时间施以援手， 也许你能创造
生命的奇迹。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
江峰

������人在剧烈运动、 过度紧张或高度兴奋
时可能偶有心悸的感觉， 属于正常的生理
反应。 如果经常出现心悸， 并伴有心慌、
气短、 胸闷的症状， 就可能是一些疾病的
先兆， 应尽快到医院做详细检查。

心电图 人的心脏在每个心动周期中
由起搏点、 心房、 心室相继兴奋， 伴随着
心电图生物电的变化， 通过心电记录器从
体表引出多种形式的电位变化的图形。 心
电图可以分析与鉴别各种心律失常， 也可
以反映心肌受损的程度和发展过程， 以及
心房、 心室的功能结构。 当然， 心电图并
非检查心脏功能状态必不可少的指标， 有
时心电图虽然正常， 但心功能不一定正
常。 所以， 心电图检查必须结合多种指标
和临床资料， 进行全面综合分析， 才能对
心脏的功能和结构做出正确的判断。

心脏彩超 通过 B 超和多普勒超声的
共同作用， 经过电脑计算后， 生成高清、
彩色的心脏内部图像的检查手段， 也是唯
一能直观显示瓣膜病变的仪器。 心肌病发
病率较高的疾病， 心肌的增厚、 心腔的扩
大都要依赖彩超来判断。 对于冠心病， 彩
超能直观地显示心肌的运动状况及心脏功
能， 向临床医生提示心肌缺血的部位。

心肌酶检测 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的
多种酶的总称， 国内目前经常将这一组与
心肌损伤相关的酶合称为心肌酶谱， 对诊
断心肌梗死有一定的价值。
炎陵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治医师 廖清

������结肠炎一般起病缓慢， 主
要表现为腹泻、 腹痛、 黏液便
及脓血便、 里急后重等， 全身
症状有消瘦、 乏力、 发热、 贫
血等。 还有一些结肠炎患者病
情反复发作， 很难治愈。

结肠炎分为溃疡性结肠
炎、 寄生虫性结肠炎、 细菌性
结肠炎、 结核性结肠炎、 放射
性结肠炎等， 稍有不慎就容易
造成误诊 ， 一旦无法对症治
疗， 不仅会耽误病情， 而且容
易诱发其他胃肠疾病。 许多患

者在发病初期并没有充分认识
到结肠炎的危害， 认为结肠炎
可不治而愈， 耽误了最佳治疗
时机， 造成病情加重， 治疗难
度也随之增加。 有些患者嫌麻
烦不去正规医院治疗， 而是轻
信所谓的民间偏方， 盲目服用
药物， 不仅越治越重， 而且还
掩盖真实病情， 耽误最佳的救
治时机。 部分患者虽然接受了
正规治疗 ， 但是不能坚持治
疗， 造成病情反复发作。

安乡县卫计局 张俊

张医生：
我正准备戒烟， 听说长

期吸烟的人突然戒烟， 反而
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 真
的是这样吗？

云南读者 老易
老易：

众所周知， 吸烟有害健
康 。 烟草是导致心血管疾
病、 呼吸系统疾病、 口腔疾
病等多种疾病的主要帮凶之
一。 因此， 您的戒烟决定非
常正确， 任何时候戒烟都不
算晚。

长期吸烟的人突然戒
烟， 少数人可能在短时间内
会出现渴望吸烟、 厌食、 口
干舌燥、 烦躁不安、 抑郁、
紧张、 易怒、 萎靡不振、 注
意力不能集中、 睡眠障碍等
症状， 医学上称之为戒断综
合征。 这些症状是尼古丁突
然阻断后出现的生理和心理
应激反应， 一般在戒烟后的
第 1 周最为严重， 但 3-4 周
后会自然减弱， 直至消失。

在现实生活中， 确实会
遇到长期吸烟者戒烟后很快
检出肺癌的例子。 但患肺癌
的真正原因并非由戒烟所
致， 而是吸烟多年， 烟草中
的有害物质长期对身体造成
损害的累加结果。 流行病学
研究显示， 吸烟者戒烟后患
各种疾病的危险性都在下
降， 其中癌症的风险下降较
慢， 要到十年以后才能表现
出来。

张医生

险 老人睡觉戴义齿差点“憋死”

留给施救者的时间只有几分钟

结肠炎易误诊误治

抢救心源性猝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