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当下津巴布韦地区
疫情严峻， 在津巴布韦工作
人员心理压力普遍增大现
状， 5 月 16 日， 中国 （湖
南） 赴津巴布韦抗疫医疗专
家组为中资企业商会成员单
位进行了专题抗疫培训， 特
邀湖南省脑科医院精神心理
专家开展远程心理团辅， 运
用正念疗法帮助在津巴布韦
工作人员释放压力、 缓解不
良情绪。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徐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佳丽
秦璐） 不久前， 14 岁的初中
生小颖 （化名 ） 发现自己的
脸部和双下肢突然明显水肿，
口腔溃疡严重且无痛感 。 小
颖的父母带她来到南华大学
附属长沙中心医院肾病 、 风
湿免疫科就诊 ， 通过完善检
查， 结果显示全血细胞减少，
有血尿 、 蛋白尿 ， 提示肾功
能出现问题 。 医生结合小颖
的症状表现 ， 确诊为系统性
红斑狼疮、 狼疮性肾炎。

该院肾病 、 风湿免疫科
主任文锐表示 ， 系统性红斑
狼疮很重要的病变部位是小
血管 ， 而肾脏有着丰富的毛
细血管 ， 所以肾脏是该病常
见的受累器官 。 随后 ， 小颖
接受入院治疗。 经过 3 次 ds鄄
DNA 免疫吸附治疗 ， 小颖的
肾功能逐渐好转， ds-DNA 抗
体滴度下降幅度超过 4 倍 ，
再配合激素等相关药物治疗
后 ， 病情终于好转 ， 即将出
院。

文锐介绍 ， 系统性红斑
狼疮被喻为 “不死癌症”， 其
发病核心机制之一是体内 B
淋巴细胞的大量活化 ， 产生
大量自身抗体， 然后 “盲目”
攻击自身正常的组织器官 ，
导致组织损伤 。 因此 ， 治疗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关键是使
用糖皮质激素、 免疫抑制剂、
生物制剂来抑制 B 细胞过度
增殖分化 ， 即减少自身 “错
误 ” 的抗体数量 ， 从而达到
降低疾病活动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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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唐梦辉 陈聪辉） 近日， 长
沙市第三医院神经内科溶栓团队在患者入院的
39 分钟内启动 “脑卒中急救绿色通道”， 为在工
地施工中突发脑梗死偏瘫的龙先生予以紧急溶
栓治疗。 溶栓结束后， 患者活动如常， 未留下
任何后遗症。

48 岁的龙先生在 5 年前一次体检中查出患
上了高血压， 但他平时身体无明显不适， 未按
照医嘱规律服用降压药物。 4 月底的一天， 龙先
生在工地干活时突然出现口角歪斜、 言语不清、
右侧身体不听使唤， 并摔倒在地上被 120 紧急
送至长沙市第三医院。

该院神经内科七病室副主任范卫兵带领溶
栓团队启动脑卒中急救绿色通道， 以最快的速
度完成各项准备， 成功对龙先生进行静脉溶栓
治疗。 溶栓持续了一小时， 龙先生的口角歪斜
好转， 能够与人交谈自如， 手脚活动也完全恢
复。

范卫兵提醒广大市民， 一旦发现身边有人
出现脑卒中症状， 一定要抓住急救黄金时段，
在发病 4.5 小时内将患者送往有救治能力的卒中
中心， 接受溶栓治疗就可能获得更好的预后。

������本报讯 （通讯员 龚冰星） 近日， 常德市第
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葛良清主任带领介入团
队为一名冠心病患者植入一枚生物可吸收支架，
术后患者胸痛症状明显缓解并康复出院。

患者田先生， 58 岁， 因 “反复胸闷、 胸痛 3
个月” 入院， 冠脉造影检查示前降支中段局限
性严重狭窄。 该院心血管专家团队仔细讨论，
认为田先生的病变更适合植入生物可吸收支架。
整个手术过程顺利， 支架释放完美， 达到手术
预期效果。

该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郭宁介绍， 该款 “生
物可降解支架” 是由多聚乳酸构成的， 外观、
作用、 以及安装过程与传统的金属支架类似，
但在 2~3 年后支架逐渐吸收降解， 而且可以恢
复血管功能及弹性， 不会永久存留， 达到 “血
管再造” 目的。 同时有避免残留金属所致的慢
性血管壁炎症、 不禁锢边支血管、 避免长期口
服双联抗血小板药物等众多优势。

������本报讯 （通讯员 周怀安） 近日， 长沙市望
城区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例宫外孕特殊病例， 幸
得发现及时， 通过手术治疗， 避免了严重后果。

31 岁的蒋女士因停经数日后阴道流血来该
院就诊， 予以超声、 化验等检查。 首次超声检
查未见宫内早孕及宫外孕包块， 因 HCG （绒毛
膜促性腺激素） 阳性， 医生嘱其短期复查。 4 天
后， 蒋女士再次进行超声检查， 经过超声医师
的耐心细致扫查， 发现其右侧附件紧邻卵巢处
有一包块。 该院超声科高度重视， 科室会诊后，
高度考虑宫外孕 （卵巢妊娠） 可能。 后经住院
手术治疗证实包块为卵巢异位妊娠， 因治疗及
时， 未造成严重后果， 目前蒋女士已康复出院。

据悉， 受精卵着床在子宫体腔以外称为异
位妊娠， 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 卵巢妊娠主
要症状为停经、 腹痛及阴道流血。 绝大多数患
者卵巢妊娠在早期破裂， 破裂后可引起腹腔内
大量出血， 严重者甚至休克。

跨越时空“心灵免疫”课

������5 月 20 日是全国母乳喂
养宣传日， 这是国家卫健委为
保护、 支持、 促进母乳喂养而
设立的一项重要活动， 也是献
给所有哺乳母亲与孩子们的节
日。 当日，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北院 （儿童医院） 新生儿科
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母乳喂养宣
传活动。

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 悬
挂横幅、 摆放展板、 发放宣教
资料等形式进行宣传 。 北院
（儿童医院） 新生儿科二区主
任医师谢月娥带来了 “早产儿
母乳喂养” 专题讲座， 宣传普
及早产儿母乳喂养知识， 现场
有近 20 名家长轮流参与活动。
谢月娥用生动的图文和通俗易
懂的语言为大家讲解母乳喂养
对早产宝宝的好处、 哺乳的正
确姿势及方法， 并现场解答了
产妇关于母乳喂养方面的疑
问， 帮助她们更好地了解母乳
喂养知识。

据介绍， 随着社会竞争越
来越激烈， 工作压力大、 生活
不规律以及片面追求形体美而
节食， 导致不少年轻妈妈放弃
母乳喂养。 谢月娥表示， 母乳
营养生物效价高， 容易被婴儿

吸收利用。 母乳维生素含量丰
富， 必需氨基酸及无机盐含量
适宜， 还含有大量抵抗疾病的
免疫因子， 是促进婴儿生理及
心理发育的最理想的天然食
品。

该院新生儿科一区主任医
师费淑兰介绍， 母乳喂养不仅
对宝宝有很多好处， 对妈妈也
大有裨益。 母乳喂养可促进宝
宝与母亲感情的建立与发展；
母亲对宝宝的照顾、 抚摸、 拥
抱、 对视、 逗引以及与母亲胸
部 、 乳房 、 手臂等身体的接
触， 均可使宝宝获得满足感和
安全感； 宝宝心情舒畅， 能更
好地促进其身体与智力的发
育； 宝宝的吸吮过程能反射性
地促进母亲催产素的分泌， 促
进母亲子宫的收缩复旧， 从而
减少产后并发症。

为保证充足的奶水供应，
妈妈们应该从宝宝出生前就做
足准备， 成功的母乳喂养需要
妈妈身心两方面的准备。 孕母
合理营养， 孕期体重增加适当
（12~14 千克）。 新生儿出生后
尽早开奶 （产后 15 分钟~2 小
时）。 妈妈们应该让宝宝多吮
吸乳房， 生产后的前一两天，

宝宝的吮吸对乳房的刺激， 除
了能让宝宝适应吮吸乳头的感
觉、 养成良好的吮吸习惯外，
也能刺激母乳的分泌， 保证珍
贵初乳的供应。

谢月娥介绍 ， 生产后一
周产妇进入泌乳高峰期 ， 这
个时候为保证乳汁的质和量，
妈妈们要多补充蛋白质和钙。
对于初为人母的年轻妈妈来
说 ， 也要注意以下关于母乳
喂养的相关知识 ： 一是孕晚
期每日用温开水擦拭乳头 ，
向外轻拉几次 ， 使乳头皮肤
坚实及防止乳头内陷 ， 以利
于婴儿吸吮 。 二是乳头应经
常保持清洁 ， 防止乳头 、 乳
房疾病的发生 。 三是母乳量
不足时 ， 常有哺乳前乳房不
胀 、 哺乳时小儿吞咽声少 、
哺乳后小儿睡眠短而不安和
常哭闹、 小儿体重不增或增加
缓慢等现象， 此时需找出原因
加以纠正。 四是不应让婴儿口
含乳头睡觉， 不卫生且易引起
呕吐窒息， 同时还会影响婴儿
牙床的发育。 五是因为各种原
因需暂停哺乳时， 应定时将乳
汁挤出， 以免乳量减少。

本报通讯员 刘振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举办全国母乳喂养日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