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护中的准妈妈 ⑥

“好孕连连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准妈妈们 ，

让你既怜又爱。
摄影：潘力 来源：全国卫生摄影联盟 医影汇

【案例描述】

去年 3 月， 35 岁的晓敏参加了单位组织的年度
体检， 一周后的体检报告上赫然有这样一行字： 右
侧甲状腺有一个 0.5cm 大小的结节。 晓敏在惊愕之
余赶紧上 “百度” 查看甲状腺结节的危害程度。 网
上真假难辨的信息让她感到心烦意乱， 她赶紧通过
微信预约了离家不远的一家三甲综合医院的专家号。

看完晓敏手持的体检报告结果后， 基本外科门
诊的王教授没有立即下结论， 也没有多做解释， 而
是建议她再做一次甲状腺超声检查。 整个就诊过程
不超过 3 分钟， 晓敏还没来得及向王大夫询问细节，
下一位门诊患者已进了诊室。 一周后， 检查结果出
来了， 甲状腺超声结果提示仍是单侧甲状腺有一个
0.5cm 大小的结节。 这一回， 王教授简要讲解了此甲
状腺结节恶性病变的可能性大， 并建议入院接受手
术治疗。 晓敏接受了这一建议。

入院后， 晓敏的主管医师周医生与她就病情进
行了详细的沟通。 在询问病史时， 周医生发现晓敏
既往有妊娠期糖尿病， 且妊娠结束后长期服用口服
降糖药， 便告知她在手术期间需要采用胰岛素控制
血糖。 晓敏表示遵从。 采集完病史后， 周医生开了
常规的术前检查， 包括胸片、 心电图、 血常规等，
并逐一做了交代。 晓敏遵医嘱做完了这些术前检查。

手术前一天， 是常规性的术前谈话。 周医生表
示， 手术方案的制定通常会考虑到甲状腺单侧结节是
否发生恶性病变， 如果大小在 1cm 以内的单发结节可
以切单侧甲状腺， 也可以切双侧甲状腺， 如何选择要
由患者本人决定。 见晓敏和她的丈夫一脸茫然， 周医
生在纸上草草画了一个表格， 详细列举了这两种手术
方案各自的利弊： 切双侧的复发风险低， 但创伤大，
术中风险大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 术后还需要终生
服药； 切单侧的创伤小， 手术的风险也相对低， 但如
果术后复查体内甲状腺激素水平低也要终生服药。 晓
敏听到这里， 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切单侧。 周医生进而
解释道： 单侧的结节切除后， 另外一侧还有复发的可
能性； 如果复发的话， 就可能需要再次手术。 听完周
医生的这番话后， 晓敏和丈夫商议一下后， 还是决定
切单侧， 并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最后， 晓敏
提出， 尽量使用可医保报销的药物或者手术器械。 周
医生表示理解， 并答应尽量满足其要求。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出院当天， 周医生详细地
向晓敏交代了出院后的相关事项， 让她 1 个月后去
门诊复查， 并建议她术后尽量少食用含碘丰富的食
物， 以避免复发。 晓敏临走前， 一再向医生和护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

【伦理评析】

晓敏在被查出甲状腺结节后， 就开始了一个由多
个环节构成的知情选择过程。 她到大医院找知名专家
就诊。 由于半天要接待 30 多个门诊患者， 王教授没
有时间进行充分的沟通。 好在患者住院后， 主管医师
周医生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来解答患者的问题。

在术前谈话阶段， 周医生告知晓敏及其丈夫两
种备选的手术方案， 详细讲解每一种方案的利弊，
并让患者与丈夫商议后再做决定， 这个过程就是
“知情同意” 过程。 难能可贵的是， 鉴于术后不确定
性风险的存在， 以及两种手术方案的利弊并存， 周
医生及王教授并没有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主动推荐
切单侧还是切双侧， 而是耐心等待晓敏在充分知情
情况下自愿做出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选择。 这反映
了医者对患者参与临床决策的重视， 也体现了尊重
患者的原则， 使得整个知情同意过程进行得很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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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结节如何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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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套、呕吐袋、鸡蛋清……

人命关天，医生巧拿身边物化解危机
������在路边、 在车站、 在商场、 在飞机上…… 如果有人突发急症， 身边正好有医
生出手救助， 那真是比中了 500 万彩票大奖都让人谢天谢地！

尤其是在遇到一些人命关天的 “奇葩” 危险状况时， 医生那五花八门的救治手
法， 更是让人敬佩、 称奇！

来来来， 小编带您进入大型急救现场， 看看这些胆大心细的医生们是如何出人
意料地化解一次次夺命危机。

���������“小孩吃进一个玻璃弹珠，
医生把避孕套塞进孩子胃里”

事发地： 东莞市东城医院
主人公： 东城医院消化内镜科主任黄礼云
时间： 2018年 9月 19日

5 岁男孩小林， 把玻璃球放在嘴里玩时不小心吞
了下去， 过了大半天出现腹痛， 才告诉爸爸妈妈。

送急诊之后， 医生发现： 玻璃球圆滚光滑， 异物
钳根本夹不住、 夹不出！

消化内镜科专家黄礼云想了个妙招， 解决了这个
急诊难题： 用钳子夹着一个避孕套伸进胃里， 就像鱼
塘捞鱼一样， 把玻璃球捞出来了， 全程只用了半小时。

事故解析： 胃和肠道连接处的幽门是消化道最狭
窄的地方， “门” 堵了， 要是再碰上异物难取， 患者
可要吃苦头了。

要想让宝宝们免于吞异物的危险， 本质的办法是
家长带娃时加强安全教育。

��������“机舱内女子发怪病，
协和医生把呕吐袋捂她嘴上”

事发地： CA1286航班
主人公：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谭先杰
时间： 2018年 11月 5日

飞机即将落地， 一位抱孩子的年轻妈妈忽然大声
向乘务员求助， 说自己感到憋气， 手也要抽筋了。 片
刻间， 这名女子喘息越来越重， 已经脸色苍白， 鬓角
淌汗……

坐在侧后方的谭先杰医生赶紧拿出呕吐袋， 撕开
后撑起来对准女子嘴附近， 没几分钟， 奇迹发生！ 年
轻妈妈感觉好了些， 她抽搐成一团的手也放松了不少。

事后谭先杰医生解释说， 女子因为紧张大口呼
吸， 导致体内二氧化碳浓度过低， 出现呼吸性碱中
毒， 造成憋气、 抽搐等症状。 这时对着纸袋呼吸， 可
以把自己呼出去的二氧化碳再吸回来， 提高血液中的
二氧化碳浓度， 危险就会缓解。

听完这些 “真事儿”， 忽然发现， 原来急救成功
不只需要药物和医疗仪器， 面对紧急情况， 活用知识
储备、 沉着冷静应对同样是守卫健康的必要环节。

在这里， 我们也一起向这些在危急中挺身而出的
医生表示敬意！

来源： 乐约健康 整理

��������“有人喝水却喝进了水银，
医生给他猛灌生鸡蛋清”

事发地： 武汉市中心医院
后湖院区

主人公： 急诊科主任艾芬介
时间： 2017年 2月 23日

家住武汉的杨先生觉得有些
发烧， 量完体温， 他没有把水银
体温计平放在桌上， 而是晕乎乎
地放进一个杯子里， 偏偏这只杯
子， 刚倒满开水……

待水凉了， 杨先生拿出杯里
的体温计 ， 就着药喝下了这杯
水 。 喝完才发现一件恐怖的事
儿： 体温计底部破了， 自己把水
银喝了！！！

急诊医生火速处理： 生吞鸡
蛋清、 大口喝奶！ 紧接着进行催
吐……之后拍片没有发现水银残
留， 肝肾功能也正常， 总算急救
成功。

事故解析： 汞俗称水银， 有
毒， 很容易经过皮肤、 呼吸道、
消化道吸收， 并蓄积在体内， 引
发肝、 肾、 脑组织损伤。

汞中毒需要尽早洗胃或导
泻， 由于摄入不多， 吞生蛋清催
吐救命， 这样的急救也是很随机
应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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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在老人耳朵里安家，
医生只能水冲‘盘丝洞’”

事发地： 大连市中心医院
主人公： 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

崔树林
时间： 2018年 8月 31日

一位 60 岁男性患者向医生
求助 ： 睡觉时感觉耳朵里像敲
鼓， 这是咋回事呢？

接诊的耳鼻喉科医生初步判
断是小虫子误闯耳道， 谁知用内
耳镜检查时 ， 一个活物赫然出
现， 把医生吓一跳： 内耳道约 5
厘米处， 一个绿豆大小的蜘蛛正
在优哉游哉织着网……

耳道进活物， 小钳子之类的
可能就不灵了， 你碰它只怕它会
爬得更深。 所以， 特殊问题特殊
处理 ， 医生反复叮嘱患者别紧
张， 随后拿出耳道清洗器灌水冲
洗， 最终拆除 “盘丝洞”。

事故解析： 看着不是急症，
可还有什么事比身体进了个活物
更急的 ？ 尤其是患者知道了实
情， 一紧张可能随时会演变成真
的急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