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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粟青梅) 眼下正
是野菜萌芽生长的时节， 不少人野
外踏青时喜欢随手带回一些鲜嫩的
野菜。 但在 3 月 4 日， 长沙县的赵
先生采摘回来一把 “野芹菜” 就惹
了祸。 一家三口吃后， 一人出现中
毒现象 ， 被送到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救治， 所幸服食
不多， 送医及时， 目前已无大碍。

当日， 赵先生外出后带回来一
大把油绿油绿的 “野芹菜”， 他的
妻子蒋女士洗净后做了一碗香喷喷
的炒芹菜， 一家三口开始吃饭， 蒋

女士吃 “野芹菜” 较多。 饭后， 蒋
女士感觉自己的舌头又麻又辣。 不
久， 她出现恶心欲呕等不适， 赶紧
来到医院看急诊。

经疾控部门等确认， 赵先生一
家食用的 “野芹菜”， 其实名叫石龙
芮， 很像芹菜， 含剧毒。 据了解，
“石龙芮” 形状很像菜场里卖的芹
菜， 只不过茎没有芹菜高， 叶子还
带有刺状， 别名水堇、 鬼见愁、 野
芹菜、 假芹菜……生于平原湿地或
河沟边， 可药用， 但属南方主要有
毒植物， 全株有毒， 误食后， 口腔

灼热， 随后肿胀， 咀嚼困难， 剧烈
腹泻， 脉搏缓慢， 呼吸困难， 瞳孔
散大， 严重者 10 余小时内死亡。

该院急诊科主任、 主任医师兰
岚建议市民不要采摘不熟悉的野
菜， 尤其是蘑菇类。 她表示， 不是
所有能吃的野菜都是绿色食品， 有
些因遭受污染 ， 吃了也可能会中
毒 。 比如 ， 在工业废水流经的草
地、 公路两边生长的野菜， 因遭受
废水、 汽车尾气等污染， 导致其中
汞、 铅等重金属含量及其他有害物
质含量高， 服食不慎或服食过多，

很容易造成食物中毒。 公园里的野
菜虽然看上去绿油油的 ， 但实际
上， 每到春天， 公园会喷洒药物预
防病虫害， 使生长在其中的野菜受
到污染。

兰岚提醒， 如服用野菜后， 出
现上吐、 下泻、 腹痛等症状， 应立
即停止食用并保留可疑食物， 拨打
120 急救电话呼救， 神志清醒者可
在 6 小时内采取大量喝水催吐的自
救措施， 必要时， 尽早到医院进行
洗胃、 血液净化等抢救治疗。 （相
关知识见本期 8版———编者注）

医生提醒:不是所有野菜都是绿色食品

一家三口误食野菜中毒

������本报讯 （张磊 陈宣男） 中
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近日透
露 ， 该院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
第三代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成功
救治 3 名危重患者 ， 其中一名
患者将于近期撤除人工心脏 ，
完全恢复正常生活 。 该技术填
补了国内人工心脏领域空白 ，
标志着我国心力衰竭治疗已达
国际先进水平。

心力衰竭是心脏病患者的主
要死因之一， 据统计， 目前中国
心衰患者约有 1000 万人。 心脏
移植是治疗心衰的最佳方法， 但
因供体不足， 我国每年心脏移植
手术量仅 300 例左右。 心室辅助
装置亦称人工心脏， 已成为国际
指南推荐的心衰标准化治疗方式

之一， 但由于技术操作难度大，
中国一直未开展。

第三代心室辅助装置以磁悬
浮无接触轴承为特点， 具有体积
小和生物相容性好的优点。 目前
人工心脏主要有 3 个方面临床应
用： 作为等待心脏移植的过渡，
为患者争取更多时间等到合适供
体； 为急性心衰患者提供短期替
代支持 ， 待心脏功能恢复后撤
除； 为终末期心衰患者提供长期
替代， 支持患者携带人工心脏长
期生存。

据悉， 过去， 该技术一直被
发达国家垄断 。 自 2014 年起 ，
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与相
关企业联合攻关， 于 2017 年 6
月完成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要求的 6 例存活 60 天大动物报
备实验 ， 产品达到临床应用标
准， 并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
别审批 “快通道”。

2017 年 6 月 26 日， 阜外医
院胡盛寿院士团队通过伦理审
批， 并在国家和北京市两级卫生
计生委备案登记， 为该院一名心
衰患者实施了国内首例第三代全
磁悬浮人工心脏植入术。 该患者
目前已回归正常生活。 此后， 胡
盛寿院士团队又为两位情况类似
的患者进行了同类治疗， 均恢复
良好， 其中一位患者在植入人工
心脏后第 192 天等到了合适的供
体， 进行了心脏移植术。 另一位
将于近期撤除人工心脏， 完全恢
复正常生活。

���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罗逊 梁
辉） 说到护肾， 不少人认为这是男人的
“专利”， 殊不知， 有些肾脏疾病更 “青
睐” 女性。 近日， 湖南省人民医院就收治
了一位因为使用美白面膜而引起汞中毒，
既而导致肾病综合征的女性患者。

为了获得白皙嫩滑的肌肤， 长沙 39
岁的张女士购买了美容院的美白面膜， 使
用 3 个月后， 她欣喜地发现， 自己的皮肤
不但变白了， 而且比婴儿的皮肤还嫩。 可
接下来， 乏力、 失眠、 视物模糊、 记忆力
减退、 腿疼等不适也接踵而来。 直到她因
为脸肿、 脚肿， 尿液中泡沫增多来到医院
检查才得知， 自己尿液和血液中的汞浓度
超出正常的数十倍， 已经出现严重的肾脏
汞中毒表现。 住院接受驱汞治疗后， 张女
士尿蛋白消失， 病情好转， 但肾脏却承受
了一次不小的打击。

“因为对美的追求， 越来越多的女性
频繁使用染发剂、 美白化妆品和减肥药。
一旦遭遇汞、 铅含量超标的产品， 肾脏
作为人体最重要的代谢器官， 往往首当
其冲受到损害”。 湖南省人民医院肾脏免
疫科主任梁玉梅教授表示， 肾脏在人体
中主要起到排泄代谢废物及调节水、 电
解质与酸碱平衡的功能， 同时分泌一些
激素， 以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 一旦
肾脏功能受损， 人体排毒能力就会大大
降低， 有害物质不能及时排出体外， 轻
则造成肾脏结构损伤， 重则导致肾功能
受损， 甚至危及生命。

�������� 3 月 6 日 ，
永州市江永县桃
川镇上洞学校，
老师向学生讲解
肺结核病预防知
识。 连日来， 该
县疾控中心向 3
万多名学生发放
健康宣传资料，
普及春季传染病
预防知识， 帮助
孩子们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 预
防流行性传染病
发生。

田如瑞 周维善
摄影报道

使用美白面膜
患上肾病综合征

我国自主研发人工心脏成功应用临床

老师讲解结核病预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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