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内科近日开始
对湘雅医学院八年制和五年制实习同学进行在
线教学。 心血管内科为实习同学设置了丰富多
彩的线上实习课程： 每天一次的云查房和在线
小课堂， 利用网络使同学们在家也能获得床旁
实习体验。 图为带教老师通过手机视频认真为
实习同学讲解患者心脏彩超结果的判读。

通讯员 黄亿源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蓓） 几天前， 长沙市
妇幼保健院青春期保健门诊来了一对来自农村
的母女， 妈妈李女士 （化名） 告诉接诊的副主
任医师范幸， 自己的女儿小风 （化名） 已经读
高二了， 却仍没来月经， 希望在医院检查一下
是否有发育问题。

小风今年 17 岁， 一直没有来过月经， 一
开始她和家人以为是月经初潮较晚， 但后来迟
迟不见月经来潮， 直到今年寒假， 李女士才想
到带着女儿来医院看看。

范幸立即给小风做了相关检查， 发现其乳
房等第二性征都发育得很好， 而在子宫附件彩
超检查时发现了异常———检查结果提示小风为
幼稚子宫， 最后， 经过诊断， 小风被确诊为原
发性闭经， 先天性无子宫。

范幸介绍， 我国妇女初潮年龄平均为 14
岁， 正常范围是 12~18 岁。 月经初期因身体及
精神发育、 营养条件、 气候等影响而有所不
同。 一般来说， 较寒冷地带， 初潮年龄较晚，
而热带地区妇女成熟早。 范幸提醒， 年龄超过
14 岁， 乳房未发育； 或年龄超过 16 岁， 乳房
已发育的女性， 如果月经没有来潮， 均视为原
发性闭经， 需及时到医院就诊， 切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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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 国家推迟了学生开学返
校时间， 为不耽误学生的学习，
各地都利用网络开展网上教
学。 如何在上好网课的同时预
防网络成瘾的发生？ 湖南省社
会心理学会临床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 常宁市中医院院长邓
芳文近日向家长朋友 “支招”。

网络成瘾判断标准

邓芳文介绍， 网络成瘾症
指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的上网
行为冲动失控， 表现为由于过
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个体的社
会、 心理功能损害。 据相关数
据显示， 网瘾的高发人群多为
12~18 岁的青少年， 以男性居
多， 男女比例为 2： 1。 这个时
期的孩子， 本身大脑皮层发育
不完善， 意识也比较弱化， 理
解判断力差， 自控能力也比较
差。 他们大多都处于青春期，
反叛心理严重， 对新鲜事物又
充满了好奇， 寻求刺激、 惊险
和浪漫， 以满足这个阶段的人
生需求， 而网络出现之后， 网
络游戏、 色情和聊天， 恰好对
应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 因而
青少年更易网络成瘾。

我国对 “网瘾” 评判标准
是： 上网给青少年的学习、 工
作或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带来不
良影响。 在此前提下， 只要满
足以下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
个， 即判定有 “网瘾”。 1.总是
想着去上网； 2.每当不能上网

时会感到烦躁不安、 情绪低落
或无所适从； 3.觉得在网上比
在现实生活中更快乐或更能实
现自我。

网瘾的危害性

2018 年 6 月， 世卫组织将
网络成瘾列为精神疾病， 据临床
统计， 全世界范围内青少年过度
依赖网络的发病率是 6%， 我国
的发病率稍高， 已接近 10%。

邓芳文从临床经验中发现，
网瘾危害性表现在上网时精神
兴奋， 心潮澎湃 ， 欲罢不能，
时间失控。 沉溺于网上聊天或
网上互动游戏， 并由此而忽视
与社会的交往、 与家人的沟通，
有时拒绝接受现实社会， 甚至
对上网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心理
依赖， 以致不能分离。 专家发
现，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危害面
非常广。 “网瘾” 患者由于上
网时间过长， 大脑神经中枢持
续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会引起
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增高， 交感
神经过度兴奋， 血压升高， 植
物神经功能紊乱。 “网瘾” 还
会诱发心血管疾病、 胃肠神经
官能症、 紧张性头痛等病症，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猝死。

网瘾的预防

“网瘾” 一旦发生， 便很
难戒除， 所以， 邓芳文指出， 青
少年 “网瘾” 问题 “防重于治”。
预防 “网瘾” 应从个人、 家庭、
学校、 社会等方面找对策。

第一， 青少年应该努力建
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培
养健康向上的价值取向； 要多
学习知识提高自己的认知能
力， 努力培养各方面兴趣， 如
音体美方向， 转移对网络的关
注； 正确认识网络、 计算机的
作用。

第二， 家长应与孩子多交
流沟通， 营造温馨的家庭气氛。
在家学习网课时， 家长需了解
学习内容， 监督孩子学习， 了
解其学习状态和效果。 严禁利
用网课学习机会上网玩游戏、
聊天等行为， 不要让网络成为
青少年的 “精神避风港”。

第三， 学校老师在网上要
监督与引导双管齐下。 详细制
定网课内容， 并发给家长监督
学生学习， 分享学生网课学习
效果。 老师和家长有针对性制
定 《上网学习规则》 来约束 、
督促学生上网。 同时， 老师也
要开办相关网络讲座， 提高网
络安全防范意识与规范网络文
明。 老师应帮学生辩证地分析
网上的一些现象， 把网络中与
教学相关的知识带进课堂， 真
正做到教学相长。

第四， 平时要丰富业余生
活， 比如外出旅游、 和朋友聊天、
散步、 参加一些体育锻炼等。

第五， 在饮食上要注意多
吃一些胡萝卜、 荠菜、 苦瓜、
动物肝脏、 豆芽、 瘦肉等含丰
富维生素和蛋白质的食物。

本报通讯员 吴超辉

������本报讯 （通讯员 李连中） 35 岁的邓先生
一年前因摔伤导致右肩关节脱位、 右肱骨近端
骨折、 右肩袖损伤。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他
只要肩关节遭受轻微外力就会脱位。 反复脱位
达 4 次之多， 每次都需在当地医院手法复位。
日前， 邓先生再次摔伤右肩部， 他来到娄底市
骨伤医院肩肘手足科寻求帮助。

由于邓先生患有胰腺炎、 糖尿病、 酒精性
肝病、 酒精性胃病， 基础疾病多， 麻醉、 手术
风险大， 专家团队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和术
后康复计划。

术中， 以该院肩肘手足科主任王胜冬为首
的专业团队， 通过小切口， 将邓先生肩胛骨上
带肌腱的喙突骨块， 移位到肩关节前下方， 形
成一个坚强的动力性骨性支柱， 肱骨头缺损用
岗下肌填塞， 防止肱骨头外展外旋时反复脱
位， 实现了精准牢固的治疗。

术后， 经过康复训练， 邓先生终于摆脱了
“肩关节陈旧性复发性脱位” 这一困扰他一年多
的 “顽疾”。 目前， 他的肩关节功能基本恢复，
屈伸程度良好， 康复出院。

������本报讯 （通讯员 胡孟娇） 60 岁的陈先生 3
年前发现自己左脚底足跟附近长了一颗黄豆大
小、 凸起的黑 “痣”。 一年前开始， 这颗 “痣”
逐渐长大， 且伴有些许压痛， 于是陈先生定期到
家附近的修脚店把这颗 “痣” 磨平， 磨平后走路
时的压痛感暂时得到缓解。 近期， 由于几个月没
“修理”， 陈先生足底的黑 “痣” 竟迅速增大如硬
币一般， 表面还出现了溃疡， 走路时疼痛难忍。
陈先生这才来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就诊。

接诊的该院皮肤科主任张英博仔细检查发
现， 陈先生足跟附近长了一个 2.5厘米×2.7厘米黑
褐色肿块， 边界不规整， 颜色不均一， 顶端有溃
疡形成。 结合患者有反复修剪刺激肿块的病史，
张英博推断这颗 “痣” 没那么简单， 随即给陈先
生开了皮肤镜和病理活检、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诊
断等检查， 最终确诊这颗 “痣” 是恶性黑色素瘤。

张英博解释， 恶性黑色素瘤为恶性程度最
高的皮肤肿瘤。 它发病速度快且容易转移至脑、
肝脏和肺等人体重要器官组织， 其疾病相关性
死亡率远高于其他皮肤癌。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娟 胡薇华） 长沙 3 岁
的小彤近日因为模仿游戏里的 “豌豆射手”，
往鼻子里塞 “子弹” 取不出来了， 被家人送到
湖南省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三科。

小彤的妈妈许女士介绍， 疫情期间， 孩子
爸爸和大儿子喜欢在家玩游戏， 小彤经常在旁
观看。 这天自己做完饭出来， 发现地上散落着
许多小珠子， 又看到小彤用手不停地掏鼻孔，
连忙询问， 才得知小彤把好几颗珠子塞进了鼻
子和嘴巴里， 假装自己是游戏里的 “豌豆射
手”。 许女士急忙从小彤嘴里掏出了几颗珠子，
但孩子鼻子仍不舒服， 这才赶紧送到医院。 经
检查， 医生在小彤左侧鼻孔里发现了一颗粉色
的塑料珠子， 随后用鼻腔窥镜将其取出。

该院耳鼻喉头颈外三科主任王宁提醒， 幼
儿身心发育尚未完全， 好奇心与模仿力都非常
强， 这就需要家长格外注意。 要从源头预防，
家里的细小物件应放到儿童不易触及的地方，
尤其是纽扣电池， 电池内含碱性物质， 一旦塞
入鼻腔极其容易产生化学反应， 腐蚀鼻粘膜引
起鼻中隔穿孔等严重并发症。

在家上网课 防网络成瘾
———访湖南省社会心理学会临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邓芳文

云 查 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