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刘小
白 ） 12 月 1 日 ， 周勇 （化名 ）
在湖南省人民医院成功接受全麻
鼻内镜下上颌窦含牙囊肿切除
术， 拔除了一颗折磨他近两年的
异位牙。

自 2016 年 1 月起， 53 岁的
娄底双峰男子周勇总是感觉头部
胀痛， 还有鼻子发麻、 眼部不适
症状。 此外， 他的一颗右上牙经
常发炎 、 化脓 。 到了 2017 年 ，
周勇开始间断出现鼻塞和面部胀
痛的情况 ， 到医院检查后被告
知， 右侧上颌窦内长了一颗牙！
为寻求进一步治疗， 周勇于 11
月 28 日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就诊。 CT 检查
显示， “右后侧上牙槽骨内可见
囊性包块并向右侧上颌窦内突
入， 右侧上颌窦窦腔基本消失，
最大面积约 2.5 厘米×4 厘米， 病
灶内可见牙齿一枚”。

“应该是右边的智齿倒着长
到了上颌窦腔内， 尽管经上颌窦
拔牙术腔狭小 ， 加上磨牙压根
多， 拔出难度大， 但是术后恢复
快， 不易出现上颌窦口腔瘘 。”
完善术前相关准备后， 该院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主任肖旭平带领手
术团队为周勇施行全麻鼻内镜下
上颌窦含牙囊肿切除术， 成功拔
除这颗给他带来无尽烦恼的异位
牙。

肖旭平提醒， 如果经常出现
鼻塞、 头面部胀痛等不适， 应及
时到正规医院的耳鼻喉专科进行
检查， 不要盲目当成鼻炎等自行
购买药物使用， 以免延误治疗；
异位多生牙如智齿长在上颌窦的
情况较多见， 如果发现智齿长不
出来或者发炎、 疼痛， 应到正规
医院及时就诊。

２０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编辑：许琬婕 邮箱：wsxwzx@163.com 版式：胡雪文

健康·要闻02
线市州连

������本报讯 （帅才 罗建芳） 在
医院里， 有这样一群人， 她们
具有专业护理病人伤口造口的
能力， 用自己的爱心抚慰带伤的
患者， 为病人及家属提供精神支
持与心理支持， 让他们能回归正
常的生活……她们被称为伤口造
口治疗师。 据悉， 目前， 伤口造
口治疗师在医院成为一门新兴职
业。 伤口造口师会对有需求的病
人进行系统评估， 制定个性化的
护理方案， 为其处理伤口， 最大
限度减轻患者痛苦， 帮助其提高
生活质量。

随着直肠癌、 膀胱癌等疾
病发病率的上升， 一些患者不
得不将膀胱等器官切除， 在腹
部外加造口袋来排泄， 这类病

人被称为造口病人。 造口会终
身伴随患者， 如果处理不当可
能会有异味， 不仅影响家庭关
系， 还易引发并发症。

熊霞生是湖南省航天医院普
外科护士长， 她也是一名国际造
口师， 她说， 伤口造口治疗师的
职责就是替病人护理造口， 为一
些疑难特殊创口、 伤口提供护理
治疗。 目前， 航天医院开设了伤
口造口门诊， 为造口患者、 褥疮
患者、 糖尿病足患者提供伤口、
造口专业护理。

熊霞生说： “我遇到过一个
造口病人， 因为害怕洗澡影响造
口卫生， 很长时间不敢洗澡， 后
来他来到医院就诊， 我为他换
药、 进行造口护理， 教他及其家

属进行自我护理， 告诉他们怎么
样洗澡不影响到伤口。 造口病人
担心旁人对自己投来异样的眼
光， 造口师除了对病人提供专业
健康教育、 处理造口及周围皮肤
并发症问题， 还会给予患者及家
属精神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安
慰。”

据了解， 目前， 湖南具有
国际认证的造口治疗师 169 名。
“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有温度的
服务， 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现
在造口病人增多， 具有造口护
理技能的护理人员还远远不足，
希望有更多有经验的护理人员
加入伤口造口治疗师的队伍 ，
为病人提供专业的服务。” 熊霞
生说。

��������11月 26日， 邵阳市隆回县第二中学的学生正在“打开
心窗， 绽放灿烂笑颜； 敞开心扉， 创造美丽人生” 的横幅上
签名。 一直以来， 该校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成
立了该县首个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协会， 设置咨询室、 咨询热
线、 教育宣传窗、 咨询信箱以及校园网上“心灵之约” 留言
板等， 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寻求心理帮助。

通讯员 刘剑肖东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
员 谢强明） 长沙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12 月 2 日提示， 近
期长沙市早晚温差大， 气温
偏低。 市民尤其是老年人要
注意及时增减衣物， 防寒保
暖， 谨防冬季高发慢性病。

疾控专家介绍， 随着年
龄的增长， 人体组织代谢趋
慢， 器官机能下降， 免疫功
能降低， 老年人抗病能力明
显下降 。 近期早晚气温较
低， 气温温差大。 在冷风刺
激下， 老年人易因血管收缩
导致血压升高。 而患有高血
压病的老年人还需重点防范
寒冷刺激诱发中风 、 心绞
痛。 建议老人适当将晨练时

间延迟 ， 并注意防寒保暖 。
有高血压、 冠心病等基础性
疾病的老年人要注意遵医嘱
坚持服药。

此外， 糖尿病患者易发
生微血管和大血管病变， 虽
然血管病变是一个慢性发展
的过程， 但在寒冷天气较易
引起其并发症突然发作。 如：
寒冷刺激可导致血管收缩 ，
心脏负担加重， 而糖尿病患
者的心脏冠状动脉、 脑动脉
多已因病受到一定程度损伤，
更容易出现心肌缺血缺氧 、
脑缺血， 严重者发生心肌梗
塞、 脑梗塞， 甚至猝死。 因
此， 糖尿病患者要特别注意
防寒保暖。

������本报讯 （通讯员 赵谨） 11 月 30 日， 永
州市祁阳县卫生计生委召集该县人民医院、
中医医院、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等 7
家公立和民营医院负责人， 就掀起医院 “厕
所革命”， 整改医院卫生间作出安排部署。
目前， 该县城各大公立医院和大型民营医院
已全面投入公厕改造整改工作。

据悉， 该县卫计委就 “厕所革命” 明确
了做法要求、 改造整改对象、 完成时间和经
费， 以保证达标， 要求公厕地面平坦不积
水， 标识明显有男妇， 便洗两地有专座， 专
人管理有制度。 此外， 还要求全县各医疗机
构保证卫生间的门、 窗、 墙壁、 洗手池、 屋
顶等设施设备清洁卫生， 无血迹、 污物， 无
明显异味， 无乱写乱画， 每天定时消毒随时
清洁， 有条件的医院还应配备洗手液、 卫生
纸等清洗消毒用品。 要求在 12 月底前完成
卫计系统 10 所厕所改造整改任务。

������本报讯 （通讯员 满峰 胥忠强） 11 月
28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家健康生
活馆———昂洞健康生活馆挂牌成立， 开启全
州极具特色的 “医疗+健康+养老” 一体化农
村公共卫生服务新模式。

该生活馆由昂洞卫生院院长田蕊牵头创
建， 投资 30 多万元， 使用面积 300 平方米，
内设健康咨询室、 康复训练室、 儿童互动区等
区域， 开设老年班、 妇幼班及留守儿童课堂，
集治疗、 康复、 健身、 养老于一体， 免费向群
众开放。 据了解， 该馆还将积极 “探索康养+
旅游模式” 向社会和游客开放服务。

“以前患支气管炎， 常吃药打针， 自从加
入老年健身队参加健康讲座， 练健身操， 打太
极拳， 现在身体舒服多了”， 昂洞村 70多岁的
向廷垚说。 目前， 昂洞的老年健身队已发展到
3支， 共 150余人； 70岁以上的昂洞老年健身
队有 42人， 平均年龄 75岁， 最大的 88岁。

������本报讯 （通讯员 谢艺华 颜少东） 日前，
衡阳市衡东县食药监局根据季节特点， 在辖
区范围内开展阿胶类产品的专项检查。

据悉， 此次检查的是销售阿胶类及其制
品的经营企业。 重点检查经营单位对购进产
品的索证索票、 来货验收及问题产品召回处
理情况。 看是否存在过期霉变、 以次充好、
过票走票等违法违规行为， 同时对可疑的相
关产品进行监督抽检。 凡在执法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 立即要求整改， 并约谈企业负责人，
对涉嫌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 依法进行查处，
涉嫌犯罪的， 将依法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本报讯 （通讯员 梁露） 11 月 30 日， 湖
南省庆祝 《志愿服务条例》 颁布实施暨第
32 个国际志愿者日纪念表彰活动在长沙举
行。 活动对全省志愿服务 “四个 100” 先进
典型进行了表彰。 长沙市第一医院注册志愿
者肖斐荣获 “湖南省最美志愿者” 称号。

肖斐是长沙市第一医院康复治疗中心护
士长， 1998 年开始成为医务人员注册志愿
者， 20 年来， 她以扎实过硬的专业知识、
细致周到的服务态度、 甘于奉献的人格魅力
逐步成长为团队的骨干力量， 在老年痴呆患
者的健教宣传、 义诊答疑、 扶贫帮困等方面
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为患者提供有温度的服务

伤口造口治疗师成新职业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