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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放烟花爆竹会给春节增添不
少节日气氛 ， 但是 ， 每年的这个
时候总会发生很多与爆竹有关的
悲剧， 而眼睛炸伤就是其中之一 ，
此时沉着冷静的急救处理是很重
要的。

首先 ， 要判断伤势 。 先大体
看一下是伤到了哪里 ， 是眼皮还
是眼珠 。 对于眼皮的伤 ， 一般基
层医院就可以处理 ， 不必舍近求
远 ； 如果伤到了眼珠 ， 切忌使劲
掰开查看 ， 以免对眼珠造成二次
伤害 。 判断伤势的同时 ， 要留意
周围的环境 ， 如周围有没有铁屑 、
木头或树枝 ， 烟花爆竹里是否含
有铁珠等 ， 这对医生判断病情及
治疗很有帮助。

其次， 如果伤到了眼珠， 千万
不能揉、 不能挤压， 这一点很关键，
不要企图把异物揉出来， 而应轻轻
闭上眼睛， 用干净的纱布或者毛巾
遮盖伤眼， 及时就医。

另外， 还有一类看不到伤口的
损伤也要引起重视， 这就是关于视
神经的损伤。 如果有鞭炮冲击到了
眉弓或者是太阳穴附近， 即便没有
任何伤口， 也需在伤后分别检查一
下两眼的视力， 如有下降， 要及时
就医。

武汉市普仁医院眼科 赵鸣

������春节将至， 因受 “过年看病
住院不吉利” “正月吃药犯大
忌” 等传统观念的影响 ， 不少
患者， 尤其是老年人， 治疗尚未
结束或伤病尚未痊愈 ， 却要求
在春节前出院 。 对此 ， 湖南省
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
师曾祥伯提醒： 任性出院造成
治疗中断或不规范， 很可能导
致病情的复发或发展。

任性出院
当心疾病杀个“回马枪”

过年团聚是人之常情 ， 但
如果在病情没有得到控制时就
擅自出院或擅自停药 ， 那将是
一件很危险的事。

58 岁的李先生因持续高热、
咳浓痰入院， 检查后发现血象
较高， 在接受了十几天抗感染
治疗后， 病情好转 ， 病灶已部
分吸收， 但是近日李先生却不
愿再接受治疗。 医生解释 ， 李
先生的病灶呈片状， 怀疑是肺
部囊肿， 建议进一步做电子支
气管镜 检查或经皮 肺 穿 刺 活
检， 进行病理分析后将细胞明
确分类， 为后续的治疗提供可
靠依据。 但是， 李先生以 “春节
住院不吉利” 为由拒绝了医生
的建议。

像李先生这样的患者其实
有很多。 临近春节 ， 很多患者
都有出院回家的意愿 。 医生表
示， 在病情得以有效控制 、 且
症状有所好转的患者可以出院，
但前提是在家里要严密观察病
情， 并遵医嘱继续治疗 。 以李
先生为例， 在无明确诊断的情

况下坚持回家， 他的病情很可能
继续发展， “杀回马枪”， 发热、
咳浓痰等症状可能再次发生甚
至加重。

好转不等于治愈
回家继续观察和治疗
一部分诊断明确的患者， 在

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 很可能病
情得到控制， 症状得到缓解， 这
时能否出院回家过年， 需要根据
医生的综合评估来确定。

如急性脑血管病患者， 如果
梗死面积不大， 没有严重的脑水
肿、 感染、 心肾功能障碍等并发
症， 治疗 1~2 周后 ， 在病情稳
定的情况下可以出院 ， 出院后
配合服药治疗及康复训练即可。

出院回家的患者要注意遵
从医嘱， 规律用药。 他汀类药物
和抗血小板药物 （小剂量阿司匹
林、 氢氯吡格雷等） 是缺血性脑
血管病、 冠心病患者出院后最常
口服的两类药， 坚持遵从医嘱服
用可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发
生， 一旦停用则明显增加中风

风险。 这些药物以及高血压、 糖
尿病患者服用的降压药、 降糖药
均需长期应用， 如有不良反应或
不适， 也应在医师指导下调整药
物治疗， 不可擅自停药。

另外， 要警惕服药期间饮酒
导致的不良反应 。 在服用某些
药物如头孢菌素 、 甲硝唑 、 部
分降糖药物期间 ， 饮酒可能会
发生 “双硫仑样反应”， 轻者表
现为头晕头痛 、 面色潮红 、 心
慌、 恶心 ， 重者呼吸困难 、 休
克、 昏迷。 因此用药期间及停
药 1 周内应避免饮酒及食用含
酒精的食物。

因家中有急事具有强烈出院
意愿的患者， 在不危害生命的情
况下， 可出院回家。 但是医生会
建议患者就近在医院、 街道社区
服务中心进行复查， 查血压、 血
糖、 血常规等各项指标， 如有任
何异常症状时应及时返院， 切不
可在家中自行处理， 这样既耽误
最佳救治时机， 又会因擅自处理
而引发危险。

通讯员 刘莉

节前任性出院不可取
当心疾病杀个“回马枪”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

春节是阖家团圆、 举国欢庆的日子。
但同时， 春节也是一些疾病的高发
期， 特别是暴饮暴食、 饮酒过量或
饮食过于油腻， 容易引发急性胰腺
炎等危重疾病。

急性胰腺炎是由于人体胰腺内
的胰酶被激活， 引起胰腺组织自身
损伤所致的急性炎症。 过节了， 有
的人一天要赶好几场饭局， 如果在
短时间内一次性进食大量蛋白质及
脂肪类食物， 会刺激胰腺急速分泌
大量胰液。 如果原来胰管就不太畅
通， 胰液会倒流入胰腺组织内。 胰
液有很强的腐蚀作用， 一旦它接触
皮肤， 就会伤及皮肤， 一旦它外渗
进入胸腔、 腹腔， 就会对这些器官
造成极大的损害。

急性胰腺炎是一种极其凶险的
疾病， 死亡率极高。 其救治成功率
低， 与初起时症状不明显有关， 早
期较难发现。 所以， 一旦出现腹痛、
恶心、 呕吐、 发烧、 黄疸， 应高度
警惕急性胰腺炎的发生， 此时应及
时就医诊治， 千万不可耽误。 切忌
强忍不适， 期待病情缓解或自己口
服止痛药， 这样很可能让病情进一
步发展而危及生命。 预防急性胰腺
炎的关键在于管好嘴， 饮酒要适量，
尤其避免暴饮暴食。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普内科 李晨玲

预防急性胰腺炎
关键在于“管好嘴”

鞭炮伤眼
千万别揉

������1 月 12 日 ， 家住湖南省郴
州 市 永 兴 县 马 田 镇 的 李 老 夫
妇 ， 因为天气冷使用煤球取暖 ，
结果发生一氧化碳中毒 。 所幸
邻居及时发现并立即送他们到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就
诊 ， 经过高压氧等治疗 ， 两人
头痛 、 恶心 、 四肢无力等症状
明显缓解 。

该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表示，
李老夫妇发生一氧化碳中毒 （即
煤气中毒） 考虑与煤球取暖以及
房间通风不良有关。 煤球在燃烧
过程中不充分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室内环境如果没有及时通风到位，
一氧化碳的浓度变高， 这时人体
通过呼吸道就会大量吸入。 据悉，
该科本周已经收治 7 名煤气中毒
患者。

“很多人烤火取暖时不重视，

麻痹大意， 且产生的一氧化碳因
无色无味 ， 不易引起人的警觉 ，
在不知不觉中， 中毒的几率非常
高。 因此， 大家在室内烤火取暖
时一定不要门窗紧闭， 要注意通
风， 一旦发现有轻微的中毒症状
如头痛、 眩晕、 胸闷等， 应及时
到室外吸收新鲜空气， 症状严重
的要及时到医院就医治疗。” 徐自
强介绍说。

徐自强还特别提醒， 一氧化
碳中毒对大脑神经系统和心肌
损害最大 ， 导致供血阻塞 、 人
体缺氧 ， 致残率很高 ， 易造成
迟发性脑病 ， 治疗恢复非常难 。
一旦发现有人一氧化碳中毒， 施
救要注意方式方法， 特别注意以
下几点：

1. 尽快让患者离开中毒环境，
转移至户外开阔通风处， 并立即

打开房间门窗， 让空气流通。 如
果是燃气泄漏要立即关闭燃气阀
门， 将患者移出危险地带后立即
拨打 120。

2. 松解患者衣扣， 保持其呼
吸道通畅， 清除口鼻分泌物， 保
证患者有自主呼吸， 有条件给氧
应充分给予氧气吸入。

3. 神志不清的中毒患者， 应
检查患者呼吸、 脉搏、 血压情况，
根据这些情况进行紧急处理。

4. 若呼吸心跳停止， 应立即
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等现场
急救措施。

5. 待患者病情稳定后， 尽快
将其护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6. 争取尽早进行高压氧舱治
疗 ， 减少后遗症 。 即使是轻度 、
中度， 也应进行高压氧舱治疗。

通讯员 刘振

煤气中毒事故频发 取暖注意开窗通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