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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杨海燕 段承
嫔） 6 月 19 日， 怀化洪江市人民医
院重症监护室传来好消息， 55 岁的
潘先生脱离生命危险， 生命体征已
经逐渐平稳。 就在前两天， 他因意
外摔跤经历了一场生死大营救。

6 月 16 日早上， 潘先生不慎从
两米高处摔下 ， 随即出现大汗淋
漓、 腹痛呕吐且意识逐渐模糊等症
状 ， 家人即刻将他送往该院急诊
科。 抢救过程中， 潘先生突然血压

下降 ， 心跳骤停 ， 时间长达 2 分
钟， 角膜反射消失， 四肢冰凉。 抢
救组现场认定， 潘先生腹腔内脾脏
破裂出血明确， 应即刻处理原发出
血脏器。 手术持续了 1 个多小时，
抢救组对破裂的脾脏进行了切除，
胰腺损伤处进行了修补。 术中潘先
生出血总量高达 7500 毫升， 相当
于 2 个成人的全部血液， 但在该院
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下， 成功脱离
生命危险， 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

������本报讯 （ 通讯员 朱文
青 魏红宇） 炎炎夏日 ， 不
少市民选择游泳来消暑、 健
身， 但水性不太好的市民游
泳时切不可掉以轻心。 6 月
19 日 ， 长沙市民刘小姐就
在游泳馆发生了溺水， 被紧
急送往长沙市中心医院急
救 ， 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
险。

经抢救后苏醒的刘小姐
回忆， 当天晚上， 她和同伴
一起到附近的游泳馆游泳，
因之前学过游泳， 且在浅水
区能游 25 米左右， 刘小姐
做了热身运动后在浅水区游
了五六分钟， 看到当时游泳
池里人很少 ， 就往深水区
游， 没想到游到一半时体力
不支 ， 又踩不到底 ， 心一
慌， 接连呛了好几口水， 等
她醒来， 已经到了医院， 还
上了呼吸机。 原来， 看到她
出现险情后同伴大声呼救，
游泳馆救生员将其救起， 并
为她进行了心肺复苏。

据该院急诊重症监护室
的医生李朝晖介绍， 刘小姐
入院时被诊断为溺水、 重症
肺炎、 呼吸衰竭， 经过紧急
抢救， 刘小姐已经脱离生命
危险， 但肺部感染还需要治
疗和观察一段时间。

■门诊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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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袁志根） 12 年
前一颗铁钉刺伤右脚， 12 年后差点
被截肢。 近日， 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创伤骨科 ， 纠缠江女士 12 年的
“后遗症” 终于得到了解决。

据了解， 45 岁的江女士来自贵州
农村， 12 年前， 她在干农活时被铁钉
刺伤右足， 未到医院正规消炎扩创治
疗。 可之后江女士反复出现流脓和疼
痛， 5 年前疼痛逐步加重， 令她无法
行走。 去基层医院就诊， 发现右足患
有严重慢性骨髓炎， 遂行右足第四趾
切除并清创手术， 术后恢复尚可。

不料 2 年前 ， 江女士骨髓炎再
发， 偶尔在诊所行抗炎治疗， 但时好
时坏。 3 个月前， 江女士右足疼痛加
重。 来到长沙大医院就诊， 却被告知
需将整个足部截肢。 最后， 她找到该
院创伤骨科， 希望有更好的治疗方
案。 前不久， 该院创伤骨科团队认真
讨论了江女士的手术方案和治疗计
划， 并顺利为其进行了手术， 保住了
右足。

痛经是常见的妇科症状
痛经为最常见的妇科症状之

一， 指行经前后或月经期出现下
腹部疼痛、 坠胀， 伴有腰酸或其
他不适，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痛
经分为原发性痛经和继发性痛经
两类， 其中原发性痛经占痛经的
90%以上。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60﹪的
女性有中、 重度原发性痛经。 原
发性痛经通过体检往往查不到导
致痛经的器质性病变存在； 而继
发性痛经往往存在一些体内脏器
的病变， 如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
宫腺肌症、 慢性盆腔炎、 子宫畸
形等。

痛经的三大影响
一是经期免疫力低下， 痛经

发作频繁可能导致严重的植物神
经功能紊乱， 容易衰老。 二会影

响性欲。 痛经会导致阴道内表皮
细胞数和内分泌逐渐减少， 引起
阴道萎缩、 干燥不适， 产生性生
活不悦感， 所以痛经女性易出现
性欲低下、 性能力差、 性生活后
盆腔酸胀不适及盆腔炎等症状 。
三是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

触发点针刺治疗原发性痛经
牟燕介绍， 触发点是指肌肉

内能够激惹疼痛的某一个特定位
置， 在这个位置通常可以触摸到
一个疼痛结节或绷紧肌纤维痉挛
带， 触压时有疼痛加重和局部肌
肉颤搐， 以及引起远处牵涉痛的
症状。 人体有很多隐性触发点 ，
当创伤、 疲劳、 免疫力降低、 营
养物质缺乏、 人体姿势长期失衡
等因素刺激隐性触发点时， 就可
以转化为活化触发点， 导致触发
点疼痛区域的大面积疼痛， 并经
触发点通路传导致远处牵涉性疼

痛， 常伴有自主神经特别是交感
神经活动增强现象。

经期子宫内膜脱落会导致肌
紧张， 使隐性触发点活化， 加重
核心肌群的紧张， 引起痛经， 而
痛经又会加重核心肌群紧张， 这
是一个恶性循环过程。 触发点灭
活后， 核心肌群功能恢复， 疼痛
就可以明显得到缓解。

牟燕解释， 触发点治疗原发
痛经的机制为灭活触发点， 激活
腹部内在恢复能力； 调整交感神
经与副交感神经功能紊乱， 改善
局部循环， 解除子宫痉挛； 松解
核心肌群， 缓解核心肌群的紧张
状态； 改善胃肠功能活动， 有效
缓解原发痛经患者经期便秘、 腹
泻等伴随症状。 触发点针刺治疗
痛经的最佳时间为经前 3-5 天及
月经期间 ， 连续 3-5 次为一疗
程。

通讯员 梁辉

�������近日， 郴州市汝城县妇计中心组织医务人员深入各所托幼机构
对在园幼儿进行健康体检活动。 检查项目包括身高体重测量、 五官
及内、 外科检查， 生长发育评价、 血色素检测等 10 多项， 医务人员
综合儿童生长发育和体检情况， 对儿童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对
存在疾患的儿童提出诊疗意见， 并建立幼儿健康档案。

通讯员 朱忠达 袁海英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琳灵 ） 近
日， 家住星沙的 2 岁小朋友睿睿 （化
名） 因鼻塞、 流脓鼻涕被爸妈抱到长
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耳
鼻喉科门诊就诊， 医生从他的鼻腔里
取出一根粉笔头。

据了解， 睿睿被爸妈带到该院来
检查时， 接诊的医生佘永川在询问病
情后， 拿起鼻镜观察睿睿的鼻腔， 发
现他左鼻腔里有一块白色的异物， 且
位置比较深， 已经接近总鼻道中段。
最后在该科医护人员的配合下， 通过
鼻内镜下进行鼻腔异物取出术， 医生
从睿睿的鼻道中取出异物， 原来罪魁
祸首是一根 1.5 厘米左右的粉笔头。

������本报讯 （通讯员 张顶高 陈婧婷）
益阳的邓女士近日刚经历了一场与死
神的博弈， 她觉得自己很幸运， 在她
突发心脏骤停时， 益阳市中心医院的
医护人员们竭力助她战胜死神。

事发当晚， 邓女士因突发心脏骤
停， 接受心肺复苏后病情不稳定， 被
一辆救护车紧急送至该院急诊科。 此
时， 邓女士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 血
压为 0， 心率达 150 次/分， 血氧饱和
度 26%， 全身严重缺氧， 处于濒死状
态。 该院急诊科副主任胡德喜决定采
用最先进的血流动力学监测 PICCO
技术抢救， 邓女士的病情终于得到了
控制。

胡德喜介绍 ， PICCO 是一种简
便、 微创、 高效比的对重症病人主要
血流动力学参数进行检测的工具， 利
用经肺热稀释技术和脉搏波型轮廓分
析技术， 进行血液动力监测和容量管
理。

痛经痛得想做男人
专家支招：触发点针刺可治原发性痛经

��������24 岁的小璇 （化名） 在长沙读研究生， 她从十几岁开始就有痛经的问题，
每次来月经都要痛几天， 中药调理、 红糖姜茶、 益母草、 西药、 热敷都试过，
但都没什么效， 严重的时候只好去医院打止痛针。 因为痛经， 她赌气说自己下
辈子要做男人。 前不久， 小璇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疼痛门诊就诊， 在该科主任医
师牟燕处做了几次触发点针刺治疗后， 痛经症状大大缓解。

为托幼机构儿童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