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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姚
家琦） 正值流感疫情活跃季节， 湖
南省儿童医院专家 12 月 6 日提醒，
2 岁以内尤其是 6 个月以内婴儿 、
既往有基础疾病如 “哮喘” “肾病”
“先心病” 等患儿为流感高危人群。
儿童流感的特点是比成人更容易引
起肌炎， 较典型表现为 “小腿肚子”
疼痛。 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出现有高
热 (体温可迅速升至 39℃-40℃) 伴
有畏寒、 寒战、 头痛、 喉咙痛、 嗓
子哑、 尤其伴随 “小腿肚子” 疼痛
症状时需尽快就诊， 以免发生严重
并发症， 并成为新的传染源。

据流感监测显示， 今年流感流
行株为乙流的 HA1—YAMAGATA，
大部分患者表现为持续高热， 一般
体温多超过 38.5 摄氏度， 持续超过
3-5 天。 该院呼吸一科主任医师施
弦介绍 ， 儿童 、 青少年免疫力较
差， 易被传染。 学校、 幼儿园等集
体单位由于人群聚集是流感好发场
所， 需谨防流感大面积传播。

施弦介绍， 年长儿童、 学龄儿
童患流感大多与成人表现相似： 起
病快， 高热 (体温可迅速升至 39℃
-40℃) 伴有畏寒、 寒战， 头痛、 四
肢肌肉酸痛， 再出现喉咙痛、 嗓子

哑、 干咳等， 容易出现肚子痛、 肚
子胀或者拉肚子等， 甚至可能被误
以为 “吃坏肚子、 食物中毒” 等。
其中儿童流感的特点比成人更容易
引起肌炎， 较典型表现以 “小腿肚
子” 疼痛为甚。

婴幼儿因主诉表达能力差， 并
且表现跟目前季节其他一般呼吸道
病毒感染相似较难区分。 但通常可
以发现家庭成员一起患 “感冒 ”，
并且呈现一大家人前后发病、 症状
相似等特点， 婴幼儿病情进展快，
因呼吸道狭窄， 感染后易发生喉炎
(严重者可致喉梗阻)、 肺炎 (易发生

痰阻) 等并发症。
出生小于 6 个月小婴儿， 因为

存在母体抗体， 所以一般情况下发
病较少。 但是如果母亲本身对目前
流行的流感病毒株缺乏免疫力， 则
患儿感染后表现类似败血症： 全身
症状严重， 少吃少动， 整日嗜睡，
可发生呼吸停止等严重后果。 所以
一般情况下小婴儿不容易得病， 但
是一旦得病必须马上就诊。

要预防流感， 施弦提醒各位家
长少带孩子去公共场所， 勤洗手，
注意环境卫生， 室内勤通风。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奎杰 ）
12 月 5 日，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公布， 该院通过达芬奇机器人
为一位 “镜面人” 实施腹部无切
口的直肠癌根治术获得成功， 64
岁的患者朱先生于日前康复出
院。 主刀医生、 胃肠专科主任姚
宏亮教授介绍， 这是国内首次为
“镜面人” 实施机器人下直肠手
术， 经文献检索， 国内外尚无给
“镜面人” 实施全机器人下腹壁
无切口的直肠癌根治术的相关报
道。

朱先生是湖南长沙人， 上小
学时就医发现他的心脏不在左
侧， 而在右侧。 后来的检查发现
体内器官左右 “反长”。 今年 11

月中旬 ， 朱先生被确诊为直肠
癌， 医生建议手术治疗。

因为朱先生内脏位置与正常
人完全相反， 而手术器械全是按
正常人内脏体位设计的， 对医生
手术习惯是个不小的考验。 “相
当于看着反光镜倒车， 需要 ‘反
其道而行之 ’ 。 ” 姚宏亮介绍 ，
“镜面人” 的出现几率仅为百万
分之一， 团队专门成立了针对这
位患者的治疗小组， 决定用机器
人为其进行腹部无切口的直肠癌
根治术。

11 月 23 日， 医生为朱先生
进行了全达芬奇机器人下腹部无
切口经肛门标本拖出的直肠癌根
治术。 术中充分利用机器人灵活

的 “手臂”， 快速地在狭小空间
内， 有效完成超低位直肠荷包的
缝合及其他腹腔镜难以完成或无
法完成的操作， 避免吻合后 “猫
耳朵 ” 的形成 。 标本经肛门拖
出， 术后腹壁仅留几处手指粗的
戳卡疤痕。 12 月 1 日朱先生康
复出院， 并保留了肛门功能。

医生介绍， “镜面人” 腹腔
器官的完全转位， 使这一类患者
的手术难度和风险都大大增加，
而达芬奇机器人作为目前世界上
最先进的微创技术系统， 以其高
清、 灵巧、 精准的优点， 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镜面结构解剖、 狭窄
腔隙操作等带来的不便， 使创伤
最小化， 让患者最大获益。

今年流感流行株“流窜”袭人
专家：发现孩子“小腿肚子”痛尽快就医

镜面人患直肠癌 机器人做根治术

�����本报讯 （通讯员 唐静霞 吴蕾） 永州
市宁远县冷水镇一居民全家 5 口人深夜
一氧化碳中毒， 经过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急诊科及时有效的救治， 目前 5 名患
者成功获救， 挽救了一个差点陷入灭顶
之灾的家庭。

12 月 4 日晚， 该居民家在屋内用木
炭烘烤衣服， 导致全家一氧化碳中毒 ，
其中 2 名大人处于昏迷嗜睡阶段， 3 名儿
童出现了深昏迷状态。 郴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接到求助电话后，
紧急启动群体患者抢救应急预案。 急救
小组对病人予以分区诊治， 危重患者放
置抢救室， 立即给予上氧补液、 维持生
命体征等抢救治疗； 症状相对较轻的患
者放置留观室给予吸氧、 补液、 护脑等
对症支持治疗。

与此同时， 联系高压氧急诊开舱治
疗， 并请儿科医生一道对 3 名患儿进行
会诊急救。 目前 5 名患者通过高压氧等
及时、 有效的救治， 轻一些的患者病情
缓解后转至留观病房观察， 3 名患儿清醒
后转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住院观察。

徐自强提醒， 一氧化碳中毒预防才
是关键， 夜晚睡觉前要将取暖煤炉的煤
炭烧尽， 不要闷盖， 煤炉要安装烟筒 ；
用燃烧木炭取暖的房间要保持有良好的
对流通风。 燃气热水器或煤气 、 燃煤 、
燃油设备等宜经常保持室内良好通风状
况， 注意检查连接煤气具的橡皮管是否
松脱、 老化、 破裂、 虫咬。 此外， 不要
躺在窗户紧闭、 开着空调的汽车内睡觉。

狙击午夜隐形杀手
一家五口一氧化碳中毒获救

长沙护士龙利亚荣登“中国好人榜”
�������� 11 月 30 日， 中央文明
办、 中国文明网正式发布了
2017 年“中国好人榜” 11 月
榜单， 长沙市第一医院门诊办
护士长龙利亚荣登 11 月“中
国好人榜”。 2008 年， 龙利亚
的丈夫查出患有白血病。 她白
天忙着护理病人， 晚上照顾丈
夫， 每天像个高速运转的陀
螺。 2010 年， 龙利亚在痛失
丈夫、 身患癌症的情况下， 仍
坚持战斗在重症监护室、 艾滋
病房、 手足口病病房， 用坚守
撑起患者生命的绿荫。 担任门
诊办护士长以来， 她每天在门
诊大厅里步行上万步来回为需
要帮助的病患服务。 2013 年，
龙利亚被评为“长沙市首届十
大最美护士”。

通讯员 杨玲 摄影报道

专家： 也许是人工晶体没选对
白内障术后效果不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