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福利院， 有一群人被称为“折翼天使守护者”， 他们是
孤残儿童的特教老师、 护理员、 康复师、 社工等。 9 月 5 日，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启动“折翼天使守护者” 关爱计划， 为来
自株洲市儿童社会福利院、 湘潭市社会福利院照顾“明天计
划” 对象的特教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送去暖暖关怀。 图为特教
老师接受耳部检查。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程杰 石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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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管华林 彭
骏驰） 8 月 23 日， 74 岁的王奶
奶因患肺部重症疾病住进衡阳市
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突发并
发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出现了血
小板减少 、 贫血持续加重等状
况， 病情处于危重风险期， 急需
AB 型输血治疗， 然而衡阳市中
心血站 AB 型血型十分紧缺。 在
这紧要关头， 该院院领导、 医务
科、 输血科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
倡导医院符合条件的干部职工为
患者献血。

当天下午 4 点半， 衡阳市中
心血站采血车开进医院， 这时已
有 10 多名医务人员正在急切地
等候献血。 有一位医生当天休假

在家， 本该享受悠闲的假日， 他
闻讯后急忙驱车赶到医院参与献
血； 一名外科青年医生刚下手术
台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水， 就赶
来为患者献血； 一位神经内科医
生在献血时说道： “作为一名医
生， 深知血液对患者的重要性，
为拯救患者的生命， 我愿意贡献
自己微薄的力量。” ……

这次救护生命的献血行动持
续到下午 7 点才圆满结束 。 据
悉， 此次共有 10 名医护人员为
患者成功献血 ， 献血总量 3000
毫升， 满足了救护王奶奶临床用
血的急需 。 病危的王奶奶输血
后， 病情明显好转， 目前状态稳
定。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双） 长沙 60 多岁
的张奶奶有个心病， 大笑、 咳嗽、 喷嚏甚
至走路稍急一点都会不由自主地尿湿裤
子。 不久前， 她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就诊， 该科副主任蔡蔚
检查后告诉张奶奶， 她患的是压力性尿失
禁， 做个简单的手术就可以解决。

随后， 张奶奶入院进行了系统检查，
蔡蔚采用单切口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
为其进行了手术， 术后张奶奶尿失禁完全
消失。

蔡蔚介绍， 女性人群中 23%-45%有
不同程度的尿失禁， 7%左右有明显的尿
失禁症状， 其中约 50%为压力性尿失禁。
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生与年龄、 生育状况、
盆腔脏器脱垂、 肥胖、 种族和遗传、 绝经
等因素有关。 解除压力性尿失禁首先要有
良好的生活方式， 其次可以进行盆底肌训
练， 还可以通过药物进行治疗。 如果药物
治疗效果不明显， 则可以通过手术进行治
疗。

������本报讯 （通讯员 唐梦辉 王泽芳） 黄
奶奶今年 74 岁， 虽然近些年来每年腰围
都在变粗， 但一直吃得香睡得好， 以为是
营养好长胖了， 最近半年， 黄奶奶开始出
现下腹胀痛症状， 腹部凸起增至足月妊娠
大小， 这才到长沙市第三医院检查， 被诊
断为卵巢囊肿。 近日， 该院妇产科副主任
医师凌文主刀为黄奶奶进行了手术。 放出
6000 毫升囊内液， 将囊肿与肠道、 盆腔
的粘连分离后取出。

凌文表示， 卵巢囊肿很常见， 为妇女
生殖道三大肿瘤之一， 如果不是定期体
检， 很多女性不会发现它的存在， 尤其是
绝经后妇女， 往往忽视妇科检查， 加之腹
部松软， 腹壁脂肪肥厚， 导致肿瘤生长巨
大而不自知。

凌文提醒， 绝经妇女恶性肿瘤发生率
增加， 最好 1-2 年体检一次。

������本报讯 （通讯员 杨醉文） 15 岁的花
儿 （化名） 特别 “怕鬼”， 不敢一个人经
过没有人的地下停车场， 不敢独自搭乘电
梯， 睡觉的时候要人陪着， 并且陪同的人
不能先睡着， 不然她便无法入睡。 最近，
花儿妈妈带她来到湖南省脑科医院儿少
心理科门诊寻求帮助。

仔细询问了相关情况和完善相关检查
后， 该院心理治疗师杨醉文尝试通过心理
治疗来解决花儿对 “鬼” 的恐惧， 先尝试
6 次心理治疗， 每周两次。 经过第二次心
理治疗后， 花儿的恐惧情绪有了改善， 没
那么怕鬼了， 完成 6 次治疗后， 恐惧情绪
基本缓解， 睡眠时间从凌晨 5 点调整至
23 点半， 能够比较自如地搭乘电梯， 回
避行为减少。

杨醉文分析， 花儿的主要问题是在学
校遇到了一些人际关系的挫折， 加上跟母
亲之间沟通方式有一些不顺畅的地方， 导
致压抑的情绪得不到有效缓解， 潜意识以
怕鬼的方式进行表达， 经过心理治疗收到
比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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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网络爆料： 为了省去
每天早起贴睫毛的麻烦， 唐女士
在一家美甲店 “种” 了眼睫毛，
起初感觉还好， 谁知在洗脸时感
觉睫毛变硬， 眼睛出现刺痛， 还
直流泪， 一照镜子， 发现眼里全
是血丝， 她立刻去医院检查， 医
生判断可能是由于种植的睫毛材
料不好所致的。

长沙市中心医院眼科主任朱
学春表示也接诊过类似的病例。
“那女孩 20 岁出头， 因为眼睫毛
稀疏， 在好友的劝说下， 去美容
院种睫毛……” 朱学春告诉记
者， 当时接好后， 女孩自己也很
满意， 可次日清晨起床后， 她的
眼部开始又红又肿， 特别是眼睑
处奇痒难耐， 还不停流眼泪， 到
医院一检查， 结果发现眼睫毛处
毛囊发炎了， 还出现了较严重的
接触性睑皮炎。

据了解， 市面上大多假睫毛
和胶水都是以低廉价格从小商品

市场批发而来， 有的是由人发加
工的， 有的由猪毛、 狗毛加工而
成， 有的则为化学制品， 专家分
析这可能是 “种” 睫毛引发眼部
疾病的重要原因。

“我们曾接到过好几例因
为嫁接睫毛 、 涂眼线不当而引
发眼部炎症的患者 ， 以年轻女
性居多 ， 大部分都出现过眼睛
发 红 、 发 痒 、 有 异 物 感 等 症
状。” 朱学春表示， 人体眼睛附
近的皮肤特别娇嫩， 像种睫毛、
嫁接睫毛 、 涂睫毛膏等时髦举
动 ， 可能对眼睛造成潜在的伤
害。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女性
的眼皮处残留着睫毛膏的沉积
物 ， 日积月累的话 ， 很可能会
导致接触性睑皮炎。”

朱学春认为， 目前市场上流
行的 “种 ” 睫毛或 “嫁接 ” 睫
毛， 存在一定风险： 部分人工睫
毛以胶水粘贴于其睫毛根部， 有
的人可能对胶水过敏， 在眼皮表

面处很容易出现过敏， 诱发眼部
炎症； 假睫毛质量参差不齐， 若
睫毛本身不干净、 不卫生， 可能
会堵塞毛孔或引起毛囊感染； 若
镊子 、 器皿等没有进行很好消
毒， 则存在交叉感染的可能， 易
被传染上结膜炎等疾病； 若种植
的假睫毛不慎掉入眼球中， 虽然
眼球有自净功能 ， 可以通过眨
眼、 泪水等方式将异物排出， 但
也可能长期隐藏在眼睛内， 影响
泪液的分泌 ， 进而导致炎症入
侵。

“给睫毛 ‘美容’ 需谨慎，
尽量少做或不做睫毛种植， 特别
是眼角有炎症或者对材料过敏的
女性。” 朱学春建议爱美女性 ，
若实在需要 “种” 或 “嫁接” 睫
毛， 最好去正规的美容机构， 并
确保各项卫生条件都合格； 如果
在种植睫毛后眼睛出现异物感，
要尽快到专业眼科医院进行检
查， 以免加重眼睛受伤程度。

种植睫毛“种”出睑皮炎
专家提醒：给眼睛“美容”要谨慎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正
强 杨艳） 今年 4 岁的龙龙
不久前突然出现咳嗽、 发烧
症状。 最开始， 爷爷奶奶以
为只是着凉感冒， 就带着他
在镇卫生院打针， 不料过了
10 多天， 龙龙咳嗽得越来
越厉害， 高热也退不下来，
爷爷奶奶这才带孩子去了当
地医院检查。 经医院诊断，
龙龙患有 “结核性胸膜炎、
胸腔积液”， 被转诊到湖南
省胸科医院。

医生询问得知， 由于父
母常年在深圳打工， 龙龙一
直由爷爷奶奶带着。 爷爷奶
奶忙农活时， 就会把龙龙寄
托在不远处的亲戚家里， 亲
戚家开了一家麻将馆， 小龙
便在麻将馆里到处玩耍。 因
此， 麻将馆成了龙龙平时玩
耍的主要场所。

“由于龙龙长期待在麻
将馆， 麻将馆内人员相对较
杂， 空间又相对较为密闭，
很容易造成结核菌的传播和
扩散。 而幼儿的免疫系统发
育不全， 加上营养跟不上，
稍不留神， 就有可能被传染
患病。” 该院内二科主任李
芳白介绍， 麻将室等场所已
成为结核病高发的社会场
所， 要尤为注意防范结核菌
的播散。 尤其是对于生长发
育期的儿童， 更应避免去这
些高危场所。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汤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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