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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王棋 石
荣） 永州的李女士一年前下田
农作时， 感觉有虫子从自己的
鼻子、 下体爬进了身体， 从此
她感到大小便里都有虫子， 且
不断繁殖 ， 越来越多 。 于是 ，
她开始到当地医院做各种检查，
结果均显示身体无异常。 但这
些诊断结果却不能说服李女士，
也无法缓解其症状。 李女士开
始服用各种 “打虫药”， 并购买

杀虫药， 对家中各个角落进行
杀虫， 日常工作与生活受到严
重影响。 近日， 她来到湖南省
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脑科医
院） 睡眠障碍与神经症科就医。
经系统检查， 刘女士被确诊为
“躯体形式障碍”， 需住院进一
步治疗。

该院睡眠障碍与神经症科
医师杨凯介绍， 躯体形式障碍
是一类以持久地担心或相信各

种躯体症状的优势概念为特征
的精神障碍， 是心理精神科常
见的一种慢性疾病。 一般认为
该疾病的发生跟遗传 、 性格 、
负性生活事件、 社会心理刺激
等有关。 患者发病前常表现为
易焦虑、 紧张、 关注身体状况
等神经质特点， 在某些令患者
难以应付、 难以接受或强烈不
愉快的精神刺激后， 逐渐出现
各种各样的身体不适。

�������近日， 长沙市天心区举办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与
医学救援应急演练。 演练情景
设计为 10名幼儿园幼儿患者出
现感染性疾病聚集性疫情， 该
区各级卫生医疗机构应急队模
拟患者接诊、 现场流调、 健康
宣教、 疫源地消毒处理、 医学
救援及卫生监督执法等场景。

通讯员 王玉芳 摄影报道

应急演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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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雾霾侵袭长沙， 给
一些市民带来呼吸不适。 长沙
市多家医院反映， 受到雾霾天
气的影响， 呼吸科的患者呈现
增多趋势。 街头戴口罩的市民
越来越多， 很多家长为了防霾
以及预防流感， 更是让小朋友
长时间佩戴口罩。 对此， 湖南
省儿童医院感染科副主任护师
马媚媚提醒， “别瞎给孩子戴
口罩， 防霾不成可能反伤身。”

哪些人需要戴口罩?

������长沙市中心医院北院全科
医学科主任、 主任医师周焕发
提醒 ， PM2.5 在空气中始终存
在， 少量的 PM2.5 不会对人体
造成影响， 市民不用过于恐慌。
在 出 现 霾 黄 色 或 橙 色 预 警 、
PM2.5 指数较高的情况下外出
时， 则应考虑佩戴防雾霾口罩。

周焕发强调， 口罩滤除悬
浮颗粒效率越高， 呼吸越费力
气， 长时间佩戴容易出现缺氧、
胸闷等情况， 如果要戴 N95 医
用口罩， 时间不宜过长， 老人、
有呼吸系统和心脑血管疾病的
人尤其应该注意， 一旦感到不
舒服， 就要尽快摘下来。 另外，
口罩对空气的阻隔也很大， 人
体呼出的气体会反复进入呼吸
道， 对健康也有影响， 戴半小
时就要摘下来换换气。

周焕发提醒， 一些特殊人
群， 则要尽量佩戴口罩， 防止
感染疾病。 首先是在医院接触
患者的医务工作者和护理人员，
在为患者特别是有传染性疾病
的患者服务时； 其次是机体抵
抗力差的患者需要外出时； 还
有在中、 重度雾霾天气需要长
时间在户外工作的人员， 如环
卫工人、 消防员、 交警等。

马媚媚表示， 如果儿童身
体没有明显不舒适， 空气无明
显污染的情况下是不需要戴口
罩的。 在雾霾较严重的情况下，
家长可选择专用防雾霾口罩或
者 N95 口罩， 但应注意口罩与
面部的密合性， 以及儿童的配
合程度， 不然防护程度就会大
大下降。

怎样挑选适合的口罩?

������据了解， 口罩有普通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 、 防雾霾口罩 、
工业防尘口罩等， 功能分别是
防风、 防花粉、 防细菌、 防空
气污染等。

在空气污染天气时， 要选
择防空气污染型口罩， 这种口
罩又分为带气阀和不带气阀两
种。 选择口罩时， 优先选择标
有 KN95、 N95 或 FFP2 及其以
上标准的口罩， 同时应考虑面
部贴合性， 尤其是儿童， 应选

择儿童专用口罩。
对于特殊人群， 如慢性阻

塞性肺部疾病、 哮喘患者等呼
吸困难的人群， 应选择带气阀
的口罩。

戴口罩要注意哪些方面?

������1. 大小要适宜。 有实验证
明， 在佩戴正确、 口罩和面部
密合良好的情况下， 过滤效果
高达 97.2%。 在佩戴正确 、 口
罩和面部密合不佳的情况下 ，
过滤效果仅为 68.3%。

2. 佩戴方法要对。 佩戴时
必须完全罩住鼻 、 口及下巴 ，
保持口罩与面部紧密贴合。 运
动时不宜戴过滤效率过高的口
罩， 以防造成呼吸不畅。

3. 佩戴时间不宜过长。 成
人佩戴口罩 2 小时会影响呼吸，
感觉不舒适， 宝宝的感觉会更
明显， 要注意观察随时调整。

4. 注意清洗和更换。 口罩
内外不能交替使用。 一次性口
罩不能重复使用， 布类口罩一
般每天清洗一次。

佩戴时如果有憋气感， 或
口罩出现异味、 脏污时， 应及时
更换。 一次性口罩或外科口罩最
佳使用时间是 2 小时， 一般 4 小
时需更换， N95 防护口罩则一般
为 40 小时或者 30 天需更换。

本报通讯员 朱文青 李雅雯

长跑时突发心脏骤停
本报讯 （通讯员 陶然 秦璐） 11 月 30

日， 长沙某高校 20 岁的大三学生郑小亮 （化
名） 参加 5000 米长跑时突然摔倒在地， 突发
心跳、 呼吸骤停。 医务室老师立刻上前给郑
小亮进行持续的心肺复苏， 并就近送至距离
学校最近的长沙市中心医院救治。 经检查诊
断郑小亮患一种恶性心律失常———心室颤动，
同时由于心脏骤停导致缺血缺氧性脑病引发
了双眼失明。 随后， 该院急诊科医生立即为
郑小亮开展了电除颤、 气管插管、 心电监护
及相关药物治疗， 郑小亮逐渐恢复了意识。

该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蒋路平
介绍， 郑小亮发生室颤的原因考虑为特发
性， 目前考虑心脏基因突变导致的离子通道
病可能性大， 蒋路平建议其完善心脏离子通
道病基因检测。

蒋路平强调， 室颤一旦发生十分危险，
可导致大脑缺血、 缺氧后数分钟即发生意识
丧失， 同时全身其它各个脏器， 包括肝脏、
肾脏、 肺脏均有缺血缺氧性损害， 因此第一
现场的抢救应争分夺秒。

基底细胞癌作怪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亚斐） 70 岁的李奶

奶 4 年前发现鼻下缘长了一颗芝麻大小的痣，
听人们说这是 “褔痣”， 平时也没有任何不
适， 就没有去理会， 但今年开始李奶奶明显
感觉这颗痣长大了。 近日， 长沙市第三医院
皮肤科主任张英博接诊后， 怀疑有恶变的可
能， 皮肤镜检查提示这颗 “痣” 符合基底细
胞癌的典型表现， 建议李奶奶手术治疗。

因李奶奶的这颗痣扩大切除后皮肤缺损
范围会稍大， 张英博除了切除痣后还进行了
皮瓣移转修复， 便于日后的恢复。 手术很成
功， 一周后即拆线， 患者及家属对于术后的
外形及治疗效果相当满意。 随后病理结果证
实为基底细胞癌。

张英博提醒， 基底细胞癌是常见的低度
恶性的皮肤肿瘤， 常在中年以后发病， 一般
生长缓慢， 因与色素痣相似而容易延误诊
治。 发病原因与日光照射有密切关系， 所以
多发于头面部， 也好发于手背等暴露部位。

争分夺秒救眼球
本报讯 （通讯员 颜家朝） 11 月 17 日，

21 岁的小李 （化名） 不慎被金属异物击中
右眼， 鲜血淋漓， 疼痛难忍。 受伤 4 小时
后， 小李被送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就诊。 该院眼科医务人员争分夺秒为小李
进行了眶内异物取出联合贯通伤清创缝合
术， 成功取出一颗黄豆大的金属异物， 并清
创缝合眼球裂伤。 术后， 小李恢复良好。

据了解， 眼球贯通伤是复杂而严重的眼
外伤， 多为金属等异物以极快的速度由眼球
前部进入， 自眼球后部巩膜穿出， 贯穿整个
眼球， 后部伤口常直接损伤视神经、 视网膜
大血管等重要组织， 视功能将受到严重损害，
有的甚至光感消失， 部分患者需进行眼球摘
除， 是眼科的危急重症。

雾霾天，别给孩子乱戴口罩
专家： 防霾不成反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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