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中南大学
湘雅口腔医院举行了
“为奋战在抗疫一线
的公安干警口腔健康
保驾护航活动” 启动
仪式， 从启动之日起
至年底， 该院将持续
为长沙市公安局开福
分局全体民警、 辅警
开展免费口腔检查服
务。 图为该院口腔医
生正在为民警做口腔
健康检查。

通讯员 郑晓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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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是全球公共健康问
题之一， 也是小儿最常见的
呼吸系统慢性疾病之一， 如
不在儿童期积极治疗， 儿童
哮喘患者中约 1/3~1/2 可延续
病情到成人阶段， 对工作和
生活造成影响。

每年五月的第一个周二
被定为世界哮喘日 。 今年 5
月 5 日是第二十二个 “世界
哮喘日”。 今年哮喘日的主题
是 “控制哮喘， 珍爱生命”。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儿科主
任薛亦男近日为家长解读儿
童哮喘防治方法及误区， 帮
助孩子控制哮喘， 健康成长。

薛亦男介绍， 典型哮喘
患儿常见喘息、 咳嗽、 气促、
胸闷。 少部分 （咳嗽变异性哮
喘） 患儿以咳嗽为唯一或主要
表现。 儿童哮喘发作前常有诱
因， 多在夜间、 凌晨、 秋冬季
节或换季时发作或加重。 得了
哮喘的孩子可能有全部或者部
分的症状， 并非所有的哮喘患
儿都会有气喘， 有些孩子可能
只表现出咳嗽。 平喘药通常能

够缓解症状。
哮喘给患儿和家庭带来

诸多问题： 第一， 哮喘会影
响患儿的身心健康。 哮喘的
反复发作使患儿经常感到疲
劳、 头晕、 做噩梦等躯体不
适， 影响儿童的身体发育和
学习。 第二， 哮喘威胁患儿
健康和生命 ， 我国 87.7%的
哮喘患儿年均急性发作 1~5
次。 急性发作期间可出现多
种并发症， 严重威胁患儿健
康和生命安全。 第三， 儿童
时期肺功能是成年后水平的
重要决定因素， 儿童哮喘可
能降低肺功能， 对成年后肺
功能及慢阻肺发生也有深远
影响。

薛亦男表示， 儿童哮喘
是多基因遗传性疾病， 也就
是遗传与环境因素相互产生
的结果。 遗传因素包含过敏
性体质， 还有环境因素如大
量接触过敏原、 空气污染等
以及其他因素如年龄、 性别、
生活习惯 （吸烟、 饮酒） 等。

因而， 儿童哮喘的日常

预防首要因素是家庭禁烟 。
不管油烟、 “一手烟” “二
手烟” 甚至是吸烟者衣物上
残留的 “三手烟” 中的有害
物质都会刺激呼吸道引发喘
息发作。 家庭成员应避免室
内吸烟， 及时清洗沾有烟味
的衣物等 ， 避免油烟弥散 。
此外， 注意环境清洁， 居室
的所有地方定期打扫， 使用
除螨吸尘器； 保持室内空气
循环和适宜温度、 湿度。 避
免室内温差过大、 过度干燥
或潮湿； 避免室内霉菌滋生；
减少室内挂饰， 更换厚重窗
帘， 定期清洗空调滤网， 床
单、 被褥勤换洗、 晾晒； 避
免明确过敏食物食入， 以及
避免其他过敏原的接触。

儿童哮喘的治疗需要标本
兼顾。 在哮喘急性发作期主
要是平喘治疗， 改善孩子的
通气 ， 减轻症状非常重要 。
哮喘治疗的核心是非急性发
作期、 慢性持续期和临床缓
解期的长期规范化治疗。

通讯员 石荣 程杰

本报讯 （通讯员 蒋凯） 4 月 25 日， 通过 22 天
的专业治疗和精心护理， 因从椅子上摔下导致颅脑
损伤的 1 岁 8 个月大宝宝小艺 （化名） 病情终于日
趋稳定， 顺利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转往专科医院
进行下一步的康复治疗。

据悉， 小艺不久前不慎从椅子上滑下， 头部磕
碰到另一把椅子上， 当即哭闹起来， 但是家长认为
孩子跌倒很常见并未引起重视。 随后， 小艺出现嗜
睡症状并逐渐加重， 7 小时后， 家长才将小艺送到
湘雅三医院急诊外科就诊。 CT 检查显示： “右侧
头部巨大硬膜外血肿， 蛛网膜下腔出血， 多处颅骨
骨折， 脑疝”。 因病情十分危急， 该院紧急启动绿
色通道， 神经外科团队立即予以 “去骨瓣减压术及
开颅探查+硬膜外血肿清除术”， 术后将小艺转入
PICU。 该院儿科学主任医师陈淳媛教授立即组织
成立抢救小组， 与神经外科、 康复科、 药剂科等多
学科联合协作制定了一套完善的诊治方案。 经过
22 天的专业治疗和精心护理， 终于将小艺从死亡
线上抢救回来。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正强 罗佳艺） 4 月 22 日，
湖南省胸科医院内七科病房， 来自衡阳的王徕 （化
名） 因肿瘤合并结核病， 正在进行住院治疗。

今年 64 岁的王徕去年 6 月突然出现胃出血， 去
到当地医院后， 医生考虑为 “胃穿孔”， 并准备为他
实施胃大部切除术。 但在手术前的胸部 CT 检查时，
医生却意外发现， 王徕的肺部有阴影。 在进行相关
检查后， 王徕被确诊患有肺结核。 在医院治疗了一
段时间后， 病情好转的王徕开始了居家服药。

4 月 2日， 王徕来到湖南省胸科医院内七科接受
进一步治疗。 入院后， 内七科主任王玉梅带领医护团
队为王徕完善了相关检查。 没想到， 经病理检查发现，
王徕在患有继发性肺结核的同时， 还查出右肺鳞癌。

湖南省胸科医院副院长谢长俊介绍， 根据该院
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 近 3 年来， 医院共收治了
2000 多例肺癌合并肺结核的患者。

谢长俊表示， 肺癌与肺结核的早期症状、 影像
学特征有类似之处。 比如都会出现有咳嗽、 咳痰、
痰中带血、 消瘦乏力等症状， 影像学检查的阴影也
难以区分， 给临床诊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晖 陆芊然） “医生， 救人
啊！ 有个学生休克倒在操场了！” 4 月 15 日， 湖南
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疗服务团队正在怀化市内
某中学开展新冠肺炎预防知识讲座， 一阵呼救声突
然传来， 授课医生李哮天火速放下手中的话筒， 朝
着操场的方向奔去。

到达操场后李哮天迅速查看少年情况： 患者呈昏
迷状态、 心跳呼吸停止、 颈动脉搏动消失、 舌后坠、
口唇紫绀———是心脏骤停！ 心脏骤停的黄金抢救时间
为 4~6 分钟， 超过 5 分钟大脑细胞便出现不可逆死
亡。 李哮天立刻对少年实施心肺复苏， 他双膝跪地，
双手不停地按压， 口中默念着次数， 几个循环之后，
躺在地上的少年逐渐恢复自主呼吸， 有了微弱的脉
搏， 此时， 120 急救车赶到了， 学校老师配合与李哮
天一同将少年送上了救护车， 少年转危为安。

湖南医药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医务人员介绍， 一
般情况下， 发生心脏骤停， 黄金 4 分钟非常宝贵，
“第一目击者” 的行动往往决定了患者能否苏醒过
来， 及时有效的心肺复苏是救治心脏骤停的主要方
法， 能够显著提高心脏骤停患者的生存概率。

������本报讯 （通讯员 吴靖 李
妍妍） 长沙 1 岁的轩轩因眼睛
发红、 持续发烧被家人送到湖
南省人民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就
诊， 经过检查， 医生告诉轩轩
的父母， 孩子出现这些症状，
是患上了川崎病， 这是一种血
管炎综合征， 可发生严重的心
血管病变， 是我国小儿后天性
心脏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少数
可引起血栓而猝死。 随即轩轩
被收入儿童内分泌、 心血管、
遗传专科治疗。

该院儿童心血管科副主

任医师刘丽萍介绍， 儿童眼
睛红的常见原因有急性结膜
炎、 咽结合膜热、 局部刺激
或者过敏、 眼出血等， 而川
崎病是儿童很特殊的发热 、
眼睛红的疾病。 川崎病又称
皮肤粘膜淋巴结综合征， 是
好发于 5 岁以下儿童和婴幼
儿的一种全身血管疾病， 目
前为止具体发病机制不明 ，
常见的临床表现为反复发热
超过 5 天， 伴有眼结膜充血、
杨梅舌 、 全身多形性皮疹 、
颈部淋巴结肿大、 手指 （脚

趾） 末端肿胀。
刘丽萍介绍， 川崎病的

症状都与血管炎性反应相关，
该病表现的眼睛红为球结膜
充血， 而睑结膜无充血表现，
与常见的结膜炎不同， 因此
眼睛局部的治疗通常无效 。
此病大多预后良好， 如不能
在早期诊断并进行有效治疗，
20%~40%患儿可出现心脏冠
状动脉的扩张， 甚至发展为
冠状动脉瘤、 冠脉血栓形成，
是儿童最常见后天获得性心
脏病。

儿童哮喘 1/3以上可延续至成年
专家为家长解读儿童哮喘防治

为公安干警免费口腔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