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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光不正：3所学校远视、近视、散光等屈光
不正者均占四成以上。

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段国平建议， 保护视力
最好的方法是适当休息。如果配戴眼镜，40岁以上
的，最好采用双焦点镜片；使用电脑时，配戴度数
较低的眼镜。 需警惕的是，10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
引起视网膜病变的概率很大， 如不加以控制、干
预，可能并发视网膜脱离等眼病，甚至导致失明。

●下肢静脉曲张：上课站立时间长，导致下肢
重力性血回流不良， 静脉曲张最严重的后果可能
危及生命。

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王湘英建议，
讲课时可慢步走动，下课时适当运动如伸伸腰、踢
踢腿，做一些下蹲动作。可以间歇性地抬高下肢30
度左右，每天1-2次，每次20分钟左右。日常可穿用
于预防小腿静脉曲张的弹性袜。 有习惯泡热水脚
的，要适当降低水温，如下肢出现青筋突起，要尽
早就医。

●颈腰椎病：教师备课、批改作业长时间伏案
工作，身体长期处于前倾姿势，使颈腰部肌肉受到
牵拉出现劳损。在黑板写板书时抬高手臂，造成颈
背部筋膜炎及肩部肌腱炎，时间一长，可能演变为
颈椎病或肩周炎。

省人民医院骨科医学中心脊柱外科副主任张
毅建议，调整工作中的姿势与时间长度，适度的运
动与充分的休息。伏案和使用电脑时间不宜过长，1
小时左右就可放松3-5分钟，可做些扩展胸部、颈腰
后伸运动锻炼腰背肌。

本报9月8日讯 昨天， 省儿童
医院组织专家对炎陵连体姐妹进行
会诊。专家一致认为，因连体姐妹畸
形尤其是心脏畸形非常复杂， 病情
非常危重， 在这种条件下基本没有
手术机会。

专家说， 连体姐妹的心脏存在
严重畸形， 两个孩子只有3个心室，
共用了一个心室。胎儿期是依靠母体
帮助供氧，但出生以后，呼吸循环要靠
自己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耐
受力会越来越差。 目前采取的治疗措
施主要是尽量减轻她们的痛苦。

9月6日晚， 连体姐妹的父亲曾
到医院探望孩子， 但孩子的病历上
仍是“要求出院，后果自行负责”字
样。医院表示，这样严重畸形的孩子
对家长也是一种沉痛的打击， 希望
社会能尊重家长的意见， 多一份理
解和包容。

另据了解， 这对连体姐妹出生
前，准妈妈曾在当地医院接受了4次
B超检查，结果均为“单活胎”。省卫
生厅表示将调查相关医疗机构。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洪雷
通讯员 姚家琦

趁着这几天气温合适，三一大道浏阳河桥开始合龙主桥，大桥预计国庆节前合龙，2014年1月可通车。
三一大道浏阳河桥于2011年12月动工，至今已完成所有水下工程，趁这几天气温低，工人们加紧合龙主

桥。“大桥用的是挂篮施工法，打好桥墩后再做桥面，看上去是一个个T型。”湖南路桥集团项目部副总工黄卓新
说，考虑到热胀冷缩，T与T之间的缝隙需要在低温的条件下用混凝土填满。

在完成桥面、护栏和路灯等装修后，双向八车道的三一大道浏阳河桥拟定2014年1月通车，设计使用寿命
50年。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叶子君 田超 摄影报道

节前“抽检”，近八成长沙教师患咽炎
说话多、用眼多、站立久、伏案久，四大职业病盯上老师

在教师节前期， 省人民
医院体检中心随机抽取了长
沙市3所学校，1841名教师
的体检结果显示：75.6%的老
师患有慢性咽炎， 居教师职
业病首位。此外，屈光不正、
下肢静脉曲张、 颈腰椎病也
成为教师行业的高发疾病。

一节课讲30分钟不停嘴

9月4日， 长沙市周南中
学高一某班，课程内容是《秦
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历
史老师瞿林先在多媒体屏幕
上打开一篇长文———《历史
上最具影响的100人》， 随后
的40分钟， 系统地向学生解
释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原因、 历史背景。 一堂课下
来， 几乎不停嘴地讲了半小
时。

“现在搞课堂改革，课比
以前难上多了， 要为每堂课
设置情景导入， 或以国内国
际形势进行导入， 然后设计
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再进行
系统梳理，当中还要与学生互
动，几堂课下来，嗓子都冒烟
了。” 瞿林当了13年教师，“我
一天要讲多少话？这真没办法
讲得清。 只是下课回家后，不
愿再多讲一句话。”

瞿林说， 咽喉炎已成为
困扰他多年的职业病，“尤其
是每周一，讲话特别难受，到
周三周四会好一点， 一到周
末又开始了， 像是恶性循
环。”

咽喉炎成第一职业病

瞿林的情况并非个例，
甚至不少老师的病情比他更

严重。
长沙某小学三年级的老

师兼班主任文莉（化名）最近
就因咽喉疾病， 不得不到医
院就诊，“一开始只是感觉喉
咙不舒服， 后来反复几次发
作， 现在则常常感到喉咙里
有异物，有痰咳不出，最严重
时，话都讲不出。”医院检查
结果显示， 文莉患有慢性咽
喉炎伴声带小结形成， 必须
休养治疗。

“‘说话多’ 是教师职业
的最大特点。长期、过度不当
用声， 导致教师慢性咽炎的
发病率远高于其他行业。”省
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副主任医师周建波说， 慢性
咽炎患者会经常感到咽喉干
燥、灼热、咽痒、有异物感或
痰阻感，说话声音沙哑，易疲
劳，甚至出现声嘶或失声。

纠正错误发声方式

周建波建议， 老师应注
意改变发声的方式， 变胸式
发声为腹式发声。 讲课中要
注意控制音量和语速， 心平
气和地讲话， 喉头在放松的
状态下， 寻找一个固定发音
的支点保持相同音调讲话；
课间休息时让声带休息放
松；常用温热开水、薄荷等含
片润喉； 不食用或尽量少食
用辛辣刺激性、冰冷等食物。

同时， 还应注意规律作
息，减少感冒次数，如有急性
咽喉部炎症，应休声，并及时
规范治疗， 不能勉强坚持上
课，若持续用声，会造成声带
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洪雷

通讯员 周瑾容 章思思

三一大道浏阳河桥月底合龙

6次孕检都正常
宝宝出生发现是脑瘫
宝宝最终没能救活 提醒：三类孕妇千万重视孕检

株洲炎陵连体婴儿的命运
仍让读者为之牵挂，与此同时，
宁乡的邓丽也在为自己刚出生
孩子的离去悲痛不已。

在生产前，邓丽6次孕检均
正常， 可宝宝出生时即出现脑
瘫现象———肌张力偏低， 最终
还是走了。

孕检到底该怎么检， 这几
天， 不少准妈妈在华声论坛就
该问题进行讨论。

6次孕检没能防止悲剧

8月27日，邓丽在长沙安贞
医院生下宝宝， 但宝宝出生时
即出现脑瘫现象， 被转送三甲
医院后最终没能救活。

让邓丽难以接受的是， 为何
在安贞医院进行了6次孕前检查，
都被告知没有问题。

对此，该院严慧芳院长称，
“邓丽从6月开始， 先后在医院
进行了6次孕检，检查结果显示
都很正常。到了临产那天，医院
为其体检， 才突然发现孕妇有
严重的心包积液，孩子有生命危
险。我们当即提出要求孕妇转院，
但这时孕妇已出现宫缩现象，随
时可能生下宝宝，医院紧急决定
进行接产， 孩子出生后因肌张
力偏低被转院至三甲医院进行
抢救。但最后宝宝还是走了。”

严慧芳初步判断， 出现这
种意外， 是因为孕妇在安贞医
院进行过一次感冒治疗， 可能
是因感冒引起宫内感染、发炎，
最终导致一系列的意外。

三类孕妇千万重视孕检

孕检到底该怎么检？省妇幼
保健院产一科主任张笃华说，正
规的医院都会提供一个孕检时
间表，孕妇只需严格遵医嘱对照
体检表进行检查即可。

通常而言， 孕检能极大地
减低生育的风险， 虽然不能百
分之百确保孕检正常就绝对安
全， 但孕前检査是优生优育的
重要保障。怀孕前6个月，一般
每月做一次孕检， 接近产期的
最后2个月，务必做到每周一次
孕检。

张笃华说，正常情况下，连
体婴儿第5个月就完全可以辨
别，从而做好相应措施，建议引
产，或根据妈妈身体情况，尽早
做好相应的医疗准备， 大大增
加婴儿的存活率。

从临床统计结果分析，有
三类孕妇要重视孕检： 在孕期
感冒的孕妇， 轻度感冒对胎儿
影响不大，但重度感冒、发烧很
可能引发系列并发症， 通过脐
带感染胎儿，严重可引发畸形；
高龄产妇， 胎儿宫内发育迟缓
和早产的可能性较大， 不明原
因的死胎、 先天性畸形率会增
加；流过产的孕妇，如果是自然
流产通常说明妈妈的身体脆
弱，不适宜生产，再次怀孕就要
特别注意。如果是人工流产，妈
妈的身体遭受过一定损伤，也
需格外注意孕期检查。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曾韧 张浩

连体姐妹
基本无手术机会
4次B超均为“单活胎”
省卫生厅将调查

其它教师职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