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19日， 常德市首批共 12辆“共
享轮椅” 在该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启用，
病友只要通过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即可租
用。 “共享轮椅” 是该院继自助挂号机，
自助 X光、 CT 胶片打印机等一系列自助
终端后， 医院“智慧门诊” 的又一创新举
措。 图为病友正在使用共享轮椅。

通讯员 肖冰 肖朝文 黄瑞丰 摄影报道

“共享轮椅”为“智慧医院”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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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新闻

������7 岁的小宝又感冒了， 妈妈
带他看医生的时候表示很不解：
“我们经常给他吃各种营养品 、
维生素， 饮食也非常注意荤素搭
配， 为什么孩子免疫力还是这么
差， 隔三差五感冒呢？” 湖南省
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副主任医师
赵莎日前表示， 不少家长对 “免
疫力” 的认知存在误解， 导致给
孩子盲目用药 、 过度保护 。 其
实， 免疫力不是单纯地 “吃” 出
来的， 也并非越强越好， 走出免
疫力误区才能让孩子的免疫系统
得到真正的锻炼和成长。

误区一： 生怕孩子得病
赵莎介绍， 免疫力是人体保

护自我的能力， 能识别出对自身
有害的东西， 不让其进入体内； 一
旦有害物进入体内， 就动员身体消
灭它们。 不仅能消灭外来的有害
物， 自己体内的衰老细胞、 变异细
胞等也能识别出来予以消灭。

大多数父母认为不生病就是
免疫力好， 其实是大错特错的。
孩子从出生时到 6 月龄前， 主要
从母亲体内获得免疫力， 6 月龄
后孩子自身的免疫功能开始逐步
发育完善。

正因为有了这些小病， 孩子
免疫力在机体与病菌斗争中不断
得到修炼和提高。 但如果孩子三

天两头反复生病， 并且每次病情
较重， 需要警惕是否有免疫功能
低下。 “小病不断， 大病不犯”
是可以的， 但 “小病常犯， 大病
也来” 就是常说的抵抗力差。

误区二： 免疫力越强越好
机体的免疫功能始终需要保

持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 并不
是越高就越好 。 免疫力如同血
压、 血糖， 在体内过高过低都对
人体有害。 免疫力低下容易引起
细菌和病毒的感染， 但免疫反应
太过强烈， 当身体状况发生改变
时， 免疫系统很可能不分青红皂
白， 将自身的细胞组织也当作
“敌人” 来进行攻击破坏， 可能
易患上红斑狼疮、 类风湿等自身
免疫性疾病。 因此， 良好的免疫
力是机体处在均衡的状态， 有稳
定的自我调节能力。

误区三： 通过药物或保健品
增强免疫力

赵莎表示， 免疫力不是简单
靠 “吃” 直接获取来的， 而是机
体在与各种致病因子 （细菌、 病
毒等） 不断斗争过程中， 激发机
体免疫系统逐步形成的。

家长们试图通过药物或营养
保健品来增强抵抗力的做法是非
常不明智的， 因为药物对免疫系

统的干扰较大， 尤其反对随意服
用激素类药物和滥用免疫球蛋白
的做法。

误区四： 过度保护孩子
有些家长对孩子 “娇生惯

养”， 天气冷怕着凉， 天气热怕
中暑， 不让孩子户外活动。 在家
长的过度保护下， 机体的免疫系
统没有经过一番千锤百炼， 变得
弱不禁风、 不堪一击， 对孩子的
成长十分不利。

所以， 免疫系统这支军队要
杜绝 “养尊处优”， 只有不断刺
激锻炼才能提高战斗力。 每天坚
持适当的 “三浴” （空气浴、 日
光浴、 水浴） 锻炼， 是增强婴幼
儿体质最有效的方式。

误区五： 滥用抗生素
不少家长只要孩子一生病就

赶紧用抗生素， 目的就是为了让病
快点好。 殊不知， 感冒发热是孩子
抵抗疾病的生理性防御反应， 一定
程度的发热可激活免疫细胞功能，
刺激抗体产生。 如此一来， 下次遇
到同样的病菌， 免疫细胞就会有针
对性的产生免疫力。 滥用抗生素，
不仅不利于锻炼宝宝的免疫力， 还
易导致细菌耐药， 最终陷入抗生素
越用越高级的恶性循环。

本报通讯员 李雅雯

������本报讯 （通讯员 黄利伟） 今年 62 岁
的刘阿姨， 5 年前接受了乳腺癌根治术和
同侧腋窝淋巴结清扫术。 可手术 10 个月
后， 她手术一侧的上肢出现了肿胀、 发
红、 伴随高烧不退的情况， 四处求医没有
明显效果。 近日， 刘阿姨来到湘潭市中心
医院普外二科就诊， 确诊手臂为淋巴水
肿， 在该科室开展淋巴水肿的专项治疗
后， 折磨她 4 年多的 “麒麟臂” 终于得到
明显缓解。

该院普外二科护士长付柳介绍， 淋巴
水肿是淋巴液在组织间隙滞留所引起的。
目前国际上应用最广、 疗效也最确切的是
淋巴水肿手法引流综合消肿治疗， 也称
CDT 治疗。

本报讯 （通讯员 李美英） 家在浏阳
的刘阿姨才在医院动了手术， 高高兴兴出
院， 当天竟然又被送回医院。 让人哭笑不
得的是， 这入院的罪魁祸首竟然是一个
“下蹲”！

刘阿姨今年 60岁， 上个月在湖南省第
二人民医院行人工关节置换术， 11 月 30
日出院回到家， 面对十多天没见面的小孙
子， 她兴奋地一个 “下蹲” 动作准备好好
看看孙子， 顿时髋部痛得站不住。 儿子赶
忙将她送入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创伤骨科。
医生通过照片发现刘阿姨才在医院换的人
工右髋关节脱位了， 创伤骨科主任付三清
医师等通过 Allis 手法复位， 只听咯噔一声
清脆响声， 刘阿姨脱位的髋关节复了位。

本报讯 （通讯员 徐衍 胡铖洋） 57 岁
的周先生 1 年前因为突然说话不清、 走路
不稳， 辗转多家医院却始终无法确定病因，
而开颅活检手术又因创伤大、 恢复慢、 并
发症较多， 周先生及家人迟迟未下决心进
行。 近日， 周先生被送至永州市中心医院
零陵院区就诊， 该院神经外科副主任、 主
任医师占双凤为周先生进行了创口小、 损
害低的立体定向活检术， 最终确定周先生
患的是罕见的淋巴瘤样肉芽肿病。 据了解
这种疾病出现在永州地区尚属首例。

������本报讯 （通讯员 董雷 洪雷 张欢 ）
“就像是在沙漠里面找到了绿洲， 现在，
这片绿洲已经长成森林了。” 不久前， 抱
着自己刚出生的宝宝， 来自贵州的李进
（化名） 喜极而泣。 此前他被诊断为非梗
阻性无精子症 （原发性无精子症）， 生育
几率几乎为零。 在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
科医院， 通过显微取精术结合显微受精试
管婴儿技术， 他终于圆了生育梦。

李进于 2017 年 11 月在该院接受显微
镜下睾丸切开取精术， 医生在他睾丸内找
到了少量精子， 并行微量精子冻存。 妻子
经过试管婴儿技术， 今年 12 月 1 日诞生
了一名健康男婴。

免疫力太强也是病？
专家谈免疫力认知误区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吴昊 欧阳煜） 脑卒中， 俗称中
风， 因脑部血管突然破裂， 或者
血管阻塞， 导致血液无法流向大
脑， 从而造成大脑组织损伤， 致
残、 致死率极高。 12月 26日， 湖
南省卫生健康委对外公布， “湖
南省卒中急救地图” （试用版）
正式上线， 大家如发现身边人出
现口角歪斜、 肢体无力、 言语不
清等症状时只需在手机高德地图
上搜索 “卒中” 二字， 即能准确
导航至距离自己最近的卒中急救
医院， 利用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患者转运至医
院， 从而使患者在窗口期内得到
最佳的治疗效果 ， 提高脑卒中
（中风） 救治时效和救治成功率。

据了解， 脑卒中患者 60%以
上是急性脑梗死， 而降低急性脑
梗死死亡率和致残率的关键是在
卒中发生后 4.5 小时内进行静脉
溶栓治疗， 经过实践证明使用纤
维蛋白特异性溶栓剂溶栓能使
60%-80%的患者获得明显的效
果。 因而， 争取救治时间是脑卒
中救治的关键所在。

“120 转运卒中患者需要接
诊-发车-返院这样的往返接诊
过程， 患者仅依靠救护车实施转
运将浪费很多救治时间。” 湖南
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处副处长
李世忠表示， 开发引导患者家属
利用私家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通
过地图导航将患者及时送到有救
治能力的医院， 将实现 “三个 1

小时” 的急救时间窗， 即发病到
呼救不超过 1 小时， 院前转运不
超过 1 小时， 入院到给药不超过
1 小时， 真正建立起以患者为中
心的区域一体化卒中救治网络。

据悉， 此次 “湖南省卒中急
救地图” （试用版） 的绘制， 是
卫生健康部门通过对有卒中救治
能力的医疗机构进行客观评估后
组建产生， 将审核通过的卒中救
治医疗机构在地图上标识， 地图
同时提供医院的联系人与联系电
话， 通过电话咨询可帮助患者及
家属快速识别卒中早期症状， 指
导患者家属利用最快捷的交通工
具按照 “湖南省卒中急救地图”
标识， 选择最近的救治医院， 从
而缩短发病到救治时间。

这份地图可救命
（试用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