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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被古人称作
“上巳节”， 人们
选择在这一天去
赏春踏青、 去江
边洗涤污浊，以
消灾除邪。 4 月
18 日（农历三月
初三），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上巳节”活
动开幕， 通过辨
体质、品药膳、尝
药茶、配药浴、炒
糕点等一系列活
动吸引市民踊跃
体验。 该院治未
病中心主任李晓
屏介绍：“举办上
巳节， 是在弘扬
传统文化的同时
宣扬‘寓医于食、
寓医于形’ 的中
医理念， 为广大
群众普及养生文
化，健康体魄，未
病先防。 ”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陈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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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之季， 一股暖
流吹进了长沙市白沙泉养老
院。 近日， 长沙市第三医院
社区医疗办与老年病科护理
组专家团队十余人将老年护
理技术带到了这里， 给这里
的老人们带来了专业的健康
服务和照护指导。

这是长沙市第三医院老
年病科团队第二次走进白沙
泉养老院。 前不久， 该院多
名专家带来的是老年医学专
业技术 “老年综合评估” 和
失能老人的照护技术， 得到
了养老院工作人员、 老人及
家属的欢迎和好评。

这次， 该院护理专家团
队将对养老院的照护人员进
行卧床患者 “压疮预防与护
理 ” 的指导 。 在养老院里 ，
护理难度最大的就是长期卧
床和失能的老人， 压疮的预
防和护理尤为重要。 专家们
首先进行了理论授课， 通过
图文并茂的讲解， 让照护人
员对压疮的预防和护理有了
一个全面的认识。 随后是现

场操作示范， 专家们手把手
地指导照护人员怎么给卧床
老人翻身、 变换体位、 防止
压力损伤。

长沙市第三医院老年病
科主任、 主任医师项金华表
示， 接下来该院还会对白沙
泉养老院进行更多的专业指
导， 让老人离开医院后， 在
养老院一样能得到专业的护
理， 提高生活质量， 减少患
病率及死亡率。 通过这种定
期的养老照护指导， 在医院
与养老院之间塔建一个交流
的平台， 实现医院医疗与养
老照护的无缝对接。

“平时遇到护理中的问
题， 我们都会请教长沙市第三
医院的专家们。” 白沙泉养老
院主管医师杨树珊表示， 养老
院的工作人员非常需要这样的
专业指导， 这样的方式对养老
院工作人员帮助很大。

住在养老院的刘奶奶笑
着说： “这些医生护士水平
高， 到这里来指导工作， 我
们住在养老院跟在医院是一

样的。” 正在探望的家属李阿
姨看到专家们的指导， 对医
护人员竖起了大拇指， 她说：
“有专家经常来指导， 老人家
住在这里让我们做儿女的更
放心了。”

在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
的今天， 人们越来越重视老
年人的健康生活。 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 要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 构建养老、 孝老、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
推进医养结合， 加快老龄事
业和产业发展。 “长沙市第
三医院是市内唯一一家公立
医院改革试点单位， 有着 30
多年发展历史的老年病科 ，
在不断探索医养结合新模式
这条道路上更是义不容辞”。
项金华指出： “长沙市第三
医院老年病科是长沙市医学
重点建设学科， 把老年医学
专业技术带到养老院， 主动
与养老机构 ‘紧密结合’ 就
是想探索一条更适合老年人
的健康养老之路。”

通讯员 唐梦辉 王泽芳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小燕 吴水华） 33 岁的小丽
不久前生了一个漂亮的小男孩， 可是孩子的臀部竟
然长着一根小尾巴， 这可让一家人傻了眼。 当地医
生说这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 学名叫 “脊髓栓系综
合征”， 是孕期未规范吃叶酸所致， 建议转到湖南
省儿童医院治疗。

湖南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吴水华介
绍， 脊髓栓系综合征简单地说就是脊髓神经被栓住
了， 就像奔跑的骏马被绳索系住， 不能随意驰骋。
被栓住脊髓， 失去了自由生长发育的空间， 造成脊
髓张力异常增加， 由此引发一系列临床症状和体
征。 最明显的表现是臀部上方的小尾巴、 含有毛发
的小凹陷、 腰背部中线区域的局部肿块等。 临床症
状主要包括排尿、 排便功能障碍， 双下肢运动、 感
觉障碍， 躯体畸形和疼痛， 可导致严重的后遗症和
高致残率， 需要手术治疗。

脊髓栓系综合征多由神经管发育异常引起， 常发
生在妊娠的 18~28天， 这是神经发育的黄金时间。 大
量研究表明， 该时期孕妇体内叶酸的缺乏可能会导致
新生儿神经管畸形。 吴水华提醒， 孕前 3个月要开始
规律服用叶酸， 不抽烟喝酒。 孕期仍需继续口服叶酸，
不要随意滥用药物， 可有效预防此类畸形的发生。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李琴） 长沙 36 岁的晓雯
（化名） 有夜跑的习惯， 几天前， 她像往常一样和
朋友到橘子洲头跑步。 跑完一圈准备回家时， 突然
肚子痛起来， 不一会就痛得面色苍白、 浑身冷汗，
朋友赶紧把她送到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

做了急诊腹部和妇科 B 超后医生发现， 晓雯的
盆腔内有一个 7.8×4.9×5.5立方厘米的包块， 腹腔有大
量积液。 医生询问病史得知， 晓雯正处于来月经之
前， 而且刚刚进行了剧烈运动， 考虑为黄体破裂出
血。 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林颖等为她施行诊断性腹腔
镜手术。

术中发现， 晓雯右侧卵巢有一个鸡蛋大小的黄
体囊肿， 囊肿表面有一个小破口正在出血， 出血量
达到 2200 毫升， 对于体重 54 千克的她来说， 出血
量几乎相当于其全身总血量的 51%。 医护人员立即
为她施行黄体囊肿剥除和创面缝合手术， 恢复了卵
巢的正常形态。

“女性在黄体期进行剧烈运动容易导致黄体囊
肿破裂大出血”， 林颖介绍， 黄体破裂是妇科常见
的急腹症之一， 常见于 20～40 岁的育龄期女性， 表
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和腹腔内出血， 严重的可出现
失血性休克， 甚至危及生命。

林颖提醒， 女性来月经前的一周内最好不要进
行剧烈运动， 性生活也要动作轻缓； 一旦出现运动
或性生活后下腹疼痛， 应立即停止、 就地休息并及
时就医。

������本报讯 （通讯员 欧鹏） 63 岁的李大爷， 患带
状疱疹后 2 个月余， 皮肤疱疹愈合后， 疼痛难忍，
不能穿衣， 不能触摸， 夜间疼痛， 严重影响生活和
睡眠。 近日，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疼痛科成功为李
大爷完成脊髓电刺激术， 术后李大爷疼痛明显缓
解， 夜间可以安静入睡。

据悉， 脊髓电刺激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治疗神经
病理性疼痛的一种有效手段， 是将一根纤细的电极放
于椎管的硬膜外腔， 电极释放微弱的电流刺激椎管内
的传导束和后角感觉神经元， 从而促使体内释放内源
性镇痛物质， 进而发挥内源性镇痛效应， 关闭疼痛信
息的传递， 达到缓解和阻断疼痛的目的。 同时通过电
流的刺激， 也可以促进神经自身的修复。 此手术具有
创伤小、 副反应轻、 疗效持久及可调控的特点。

专家指导送上门 医养结合惠民生
长沙市第三医院医护专家走进白沙泉养老院

“上巳节”体验药膳、药茶

（解痒应抓薄弱环节）

俗话说： 疼不死人
痒死人。奇痒难耐，抓破
皮、挠出血、用针扎、开
水烫、刀背刮、打针、吃
药、抹激素，方法用尽，
瘙痒难止。 痒的揪心刺
骨、彻夜难眠。

老中医李万山祖传秘方———力达清，专治
皮肤瘙痒！无论是春夏过敏痒、脚气钻心痒、皮
炎灼热痒、湿疹糜烂痒、风疙瘩窜着痒、疱疹刺
痛痒、糖尿病全身痒，还是脱皮干痒、阴囊湿
痒、肛周瘙痒、内外阴痒……抹上此膏，很快止
痒。

据李老介绍，解痒良方———力达清（神奇
鲜清抑菌液），重在一“清”字上，能循经拔毒、
快速止痒， 膏中的药物成分就像靶向追踪器，
顺着经络，把潜藏于皮下的风、寒、湿、邪、燥、
火、虫等邪毒一网打尽，多年邪毒一清而出。不
仅一抹止痒，还会从皮肤里冒出丝丝凉气（祛
风邪），或是渗出一层珠状液体（祛湿邪），或是
皮肤微微发红（祛燥火邪），或是出现异味粘稠

物（杀菌虫），就像拔罐
子一样将体内毒素拔
除。多年的皮炎、湿疹、
皮癣、皮肤过敏、荨麻
疹、疥疮等皮肤病也因
此逐渐好转 。 脚气开

裂、皮癣脱皮、疱疹溃烂、血淋淋的破皮，还有
常用激素导致色素沉着，以及粗糙肥厚的皮肤
逐渐恢复。

多年来，使用过力达清的人，都说好用，这
药抹上就不痒，止痒真好！ 脚气溃烂、一片片的
湿疹、皮炎、晒出的小疙瘩都好了！ 眼瞅着拔出
毒素来，眼看着水泡变蔫吧了，脓水也没有了
……

据老用户反馈：力达清止顽痒、清毒根，药
膏能全部吸收，像没抹一样，因力达清是李家
祖传秘方纯中药制剂，配方奇特，无任何毒副
作用，膏到痒止，尽可放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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