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柏生主任介绍， 气管异
物是临床常见的危急重症之
一， 多见于 2 岁以下的儿童，
占所有病例 75%左右。 如果异
物较大 ， 患者会出现剧烈呛
咳， 短暂憋气和面色青紫， 声
嘶及呼吸困难， 严重者发生窒
息； 如果异物较小， 可能会掉
入一侧支气管， 表现出轻微咳
嗽， 此时反而容易被忽视。 一
旦异物停留时间较长， 可能引
起咳嗽、 肺不张和肺气肿， 严
重者可引起肺炎、 肺脓肿或脓
胸等 ， 出现高热 、 咳嗽 、 脓
痰、 胸痛、 咯血、 呼吸困难、
感染性休克等症状。

如果发生急性异物卡喉，
身旁的人可以立刻从患者背部
抱住他， 双脚一前一后站好，
调整好重心， 进行海姆立克腹
部冲击： 一手握成拳头放在患
者的上腹部， 另一只手从背后
环抱住患者， 并用自己的拳头

从下往上、 从前往后用力冲击
患者上腹部。 如果患者将异物
咳出， 可以用双手轻轻拍打患
者的胸骨， 帮助他理顺呼吸；
如果这样仍不能将异物咳出，
就要立即将患者送往医院。 可
以直接在喉镜或支气管镜下取
出异物， 个别可用支气管镜钳
取出， 严重者则需要开胸将异
物取出 。 异物取出后行抗感
染、 支持治疗， 有并发症者积
极对症治疗。

预防气管及支气管异物，
首先应教育儿童不要养成口
内含物的习惯 ， 吃东西的时
候 ， 不要引逗他们哭笑 、 说
话或惊吓； 3 岁以下小儿应尽
量少吃干果 、 豆类 、 花生一
类的食物 ； 吃坚果 、 花生 、
瓜子等食物的时候 ， 一定避
免大笑 、 哭闹 、 聊天 ， 以免
将食物吸入气管。

通讯员 文浩杰

������前些日子， 一位老人来到动态
心电图室 ， 一进门就气呼呼地问 ：
“大夫， 上次我邻居做动态心电图，
第二天就拿到结果了， 为什么我都
背着仪器 3 天了， 还没出结果？” 其
实， 不同患者做动态心电图， 出报
告的时间不一样， 这在临床是很常
见的。 想要尽快拿到动态心电图报
告， 使检查结果最接近患者的真实
情况， 在记录过程中还有很多需要
讲究的地方。

动态心电图不同于其他检查 ，
需要患者佩戴仪器连续记录 24 小
时， 共计 10 万次心脏搏动的心电信
号。 拿到一份记录数据， 医生要分
析每个心搏， 剔除伪差 （即干扰带
来的误差）、 识别正常信号、 判断心
律失常并统计数量 、 留取典型图 、
出具报告， 整个过程大约需要 1~2
天的时间。 而这个分析时间会受到
心律失常复杂程度及数量、 是否植
入起搏器， 以及记录过程中的干扰
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 如果患者心
律失常复杂、 量多， 植入了起搏器，
干扰大， 分析时间就长； 反之则短。

为了尽快拿到检查结果， 患者
在记录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尽量穿宽大、 吸汗性强的棉质衣服，
女性不要戴胸罩。 宽大的衣服不会
挤压电极而造成基线漂移， 棉质衣
服吸汗性好， 可防止局部皮肤的刺
痒感， 同时不易产生静电。 记录过
程中， 要尽量避免剧烈运动和长时
间的上肢运动， 否则容易干扰电信
号的记录， 如果出汗了， 还会使记
录数据的电极脱落； 最后， 记得不
要使用褥疮气垫、 电热毯等， 因褥
疮气垫、 电热毯会产生交流电干扰，
影响记录的效果。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王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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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小常识

������如果吃鱼时不小心吞了根
鱼刺， 且正好卡住了该怎么办？
是喝口醋把它软化后再咽下
去 ， 还是赶紧吃一口饭或馒
头？ 相信有很多人会选择这样
的方法， 但是作为医生， 我们
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尤其是吞
咽食物的方法， 会导致本来扎
得很浅的鱼刺扎得更深， 引起
更大的危险。

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小小
的鱼刺， 它存在着很大的危险。
如果鱼刺扎进食道， 会导致食
道穿孔， 甚至是纵膈感染， 严
重的纵膈感染还可能危及生命；
如果鱼刺扎进了主动脉弓的前
方， 甚至是主动脉上， 那就会
导致动脉破裂引起大出血， 这
同样是危及生命的重症， 需要
紧急手术才能治疗。

因此 ， 大 家 吃 鱼 的 时 候
不慎扎了鱼刺 ， 如果能看见
就直接将其取出 ， 如果看不
见， 最好还
是赶紧去医
院 急 诊 科 ，
让医生在可
视 的 情 况
下， 用专业
的器具将鱼
刺取出。

������邹市明作为中国拳击第一人
曾被爆出眼伤复发， 左眼视神经
被打断， 视网膜脱落， 而跳水冠
军郭晶晶也曾遭遇视网膜脱落 。
那么， 视网膜脱落早期症状有哪
些？ 除了运动员外， 还有哪些人
还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呢？

视网膜脱离是指视网膜神经
上皮层与色素上皮层之间的分离，
临床上可出现飞蚊与闪光感、 中
心视力下降、 视物变形、 视野缺
损等症状， 是严重影响视力的病
症之一。 株洲市中心医院眼科主
任医师刘璟介绍 ， 除了运动员 ，
下面这 4 类人也是视网膜脱离的
高危人群， 如果看到眼前有 “蚊
子” 飞来飞去， 一定要及时就医
治疗。

第一类是高度近视患者 高度
近视患者由于眼球逐渐变大变长，
而视网膜发育成熟后面积是固定
的 ， 随着眼球外壁巩膜的扩张 ，
视网膜会被牵拉得越来越薄。 变
薄的视网膜就好比一件薄衣服 ，

容易撕裂， 继而引起视网膜脱离。
有数据显示 ， 600 度以上的高度
近 视 者 占 视 网 膜 脱 落 的 60% ~
70%。

第二类是 40~70 岁的中老年
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眼睛玻璃体
会逐渐液化、 变性， 并伴有各种
视网膜变性， 视网膜脱落的风险
也会增加。

第三类是过度用眼者 近年
来， 视网膜脱落呈现年轻化趋势，
这是因为电子辐射、 长时间用眼
等对年轻人的视力影响非常大 ，
特别是原本就近视的人， 眼轴比
正常人长， 血液供应不好， 一旦
眼睛过于疲劳， 眼压很容易升高，
并引发视网膜脱离。

第四类是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
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就是视网膜
病变， 且患病时间越长， 病变几
率越大， 因此， 糖尿病患者， 尤
其是血糖长期控制不佳者， 更容
易导致视网膜脱离。

一旦发生视网膜脱离， 可以通

过手术的方法纠正。 手术前， 患者
应多卧床休息， 尽量避免转动眼
球 ， 防止视网膜脱落范围扩大 ；
手术后， 患者在一段时间内都应避
免剧烈活动， 防止视网膜再次发
生脱落， 并定期到医院检查康复
状况， 一旦视物出现黑影、 变形
等异常状况， 一定要及时就诊处
理。 需要提醒的是， 视网膜复位
手术也仅仅将保住眼球作为首要
目的 ， 视功能不可能完全恢复 ，
也就是说， 一旦发生视网膜脱离，
视功能的损伤将是永久性的。

金凯翔

不小心卡了鱼刺
该怎么办？

■健康卡通

饮食习惯不好
易患肠癌

研究发现， 肠癌的发病主
要与不良的饮食习惯有关， 如
粗粮、 膳食纤维摄入少， 而高
脂肪、 高蛋白食物摄入太多。
因此， 预防肠癌最好的方法就
是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与
煎、 炸、 炒等烹饪方式相比，
蒸、 煮、 炖的方法更健康， 既
可减少油脂摄入， 又能尽量保
留食物中的膳食纤维。

图/文 陈望阳

邹市明视网膜脱离
做动态心电图
减少上肢运动

六旬老人板栗卡喉险丧命

������67 岁的廖先生吃板栗时与家人谈笑， 不慎将一小
块板栗呛入气管， 出现咳嗽、 呼吸困难等症状， 当地
医院经 CT 检查后确诊为支气管异物， 由于医疗条件
有限， 家人立即将其送往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 入院后， 廖先生已经出现呼吸急促， 嘴
唇发绀， 吸气期四凹征， 病情十分危急， 该科主任刘
柏生、 唐金勇决定为其开通绿色通道， 紧急行支气管
异物取出手术。 在麻醉科医生的配合下， 成功将支气
管内异物取出， 解除了廖先生气道阻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