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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车6小时致血管
“
堵车”，男子险丧命
医生提醒：久坐不动易致静脉血栓，下肢发生肿胀应及时就医，切莫乱来
假期内许多人都会选择
外出旅游，高速路上长时间的
拥堵让大多数游客“痛不欲
生”。殊不知，其实不光高速路
会堵车，人的身体血管也会有
“
堵车”的时候，久坐不动或卧
床患者，由于血流淤滞形成血
栓很可能引发急性动脉栓塞，
影响下肢功能和生活质量，严
重者甚至猝死。

高速堵车6小时
下肢肿胀血栓堵塞
10月5日，30岁的黄先生
开车从郴州返程长沙， 旅途
劳顿的他在途中遭遇了长达
6小时的高速堵车，久坐不动
后， 他突然发现身体变“僵
硬”了，原来是静脉血栓使他
的血管也“梗阻”起来。发现
病情后， 黄先生被紧急送往
长沙市第一医院。
据医生介绍，当时黄先生
左下肢肿胀、皮肤紧绷，并伴
随剧烈疼痛感，为急性左下肢
深静脉血栓形成，因急性期血
栓脱落， 随着血流漂至肺动
脉， 引起急性肺动脉栓塞。病
情危急，有可能导致猝死。
送医后， 血管外科医生
在局部麻醉下对患者行经右
股静脉下腔静脉造影及可回
收滤器植入术， 术后给予溶
栓、抗凝的药物治疗。手术后
恢复良好， 下肢肿胀症状迅
速缓解， 血栓脱落导致肺栓
塞的隐患也排除了。
长沙市第一医院血管外
科副主任医师彭汉武介绍，静
脉血栓多发生于下肢或盆腹
腔手术后及严重外伤、急性感
染、妊娠、恶性肿瘤、心脏病患
者。其中，久坐不动或卧床的
患者由于血流瘀滞，也是高发
人群。彭汉武说，静脉血栓的

主要表现就是突然发生的、单侧
下肢肿胀，症状明显，治疗不及
时，会产生深静脉血栓形成后综
合征，患病的下肢可能会长期肿
胀难以消退，影响下肢功能和生
活质量或导致致命性肺栓塞等
更严重后果。

多喝水多动腿
情况不对莫乱来
静脉血栓后果这么严重，
普通市民日常如何避免预防？
彭汉武提醒，市民在乘飞机、车船
长途旅行中、久坐电脑前及日常
打牌娱乐时，一方面要多饮水，稀
释血液黏稠度，另一方面可以多
起身，提提脚腕、按摩小腿、进行
腿部适当运动。当遇到堵车情况
时，若不是特别堵的路况，可在车
内伸缩下肢双手活动，若遭遇长
时间堵车则可以下车适当活动
筋骨，调整呼吸再上路。
对于血栓发生风险大的人
群，可通过穿着静脉曲张袜，使
小腿和大腿间形成压力的顺差
来促进静脉血回流， 有效防止
血栓形成。 如果做过骨科手术
或长期卧床，要进行腿脚按摩，
尽量下床活动， 做一些屈膝动
作。至于一些骨科、产科等大手
术之后、 或是有肿瘤等易栓因
素的高危病人， 需要通过医生
采用机械方式、 药物等途径进
行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预防。
彭医生特别嘱咐，如果出现
单侧肢体肿胀、疼痛、压痛，或不
明原因呼吸困难、咯血、胸痛等
症状，需立即就医。对于危险人
群如出现腿部抽筋或一侧腿部
肿胀，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在未
检查清楚前千万不可采用按摩、
推拿、拔火罐等治疗措施，以免
人为促使血栓脱落，危及生命。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李佳玲
通讯员 曾恋恋 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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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晚，由省木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大型木偶剧《留守大山的孩子》在该中心非遗展演剧场上
演。今年，该剧荣获第二届南充国际木偶艺术周最高奖“最佳剧目奖”，充分展示了湖南木偶皮影在国际木偶皮影界
的实力和地位。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姜娟 摄影报道

“小话痨”进校就变“
闷葫芦”
选择性缄默症！3至5岁孩子需防护
7岁的芊芊（化名）在家
是个“话痨”，可一到学校就
躲躲闪闪，不愿说话。10月12
日， 记者从湖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了解到， 现在有这样反
差性表现的孩子越来越多，
这类孩子有可能患上了选择
性缄默症。

换个环境“
小话痨”
就不肯说话
“她上幼儿园三年，一进
学校就不说话， 但出了学校
又很正常， 我开始以为她长
大了就会好。” 芊芊的妈妈
告诉记者， 进入小学后，芊
芊还是和以前一样。 见此情
况，家人马上带芊芊就诊。
在诊室中， 医生和芊芊
进行交流，其表现很正常，医
生问及为什么在学校不说
话，芊芊保持了沉默。芊芊的
妈妈说，“课堂上老师教的内
容，回家后她都会告诉我，但
在学校就是不开口， 和同学
基本靠肢体语言交流。”
经诊断， 芊芊可能患上
了选择性缄默症。

3至5岁的女孩
更容易患选择性缄默症
面对熟悉的人， 表现活蹦
乱跳；面对陌生的环境和人，就
不说话。如果长期表现是这样，
就要当心孩子是否得了选择性
缄默症， 该院儿少心理科马静
博士提醒，
“
这种病症起病时间
在3至5岁， 孩子刚上幼儿园的
家长需要特别留意。相对来说，
性格内向的女孩发病率要高于
男孩。”马静说，从临床观察来看，
家庭成员争吵多，家长过于严厉
或过度保护，都易让孩子对外在
的陌生环境产生退缩、恐惧感。
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家长
就要留心了：孩子在需要言语
交流的场合“
不能”说话，而在
另外一些环境能正常说话；这
样的情况持续时间超过一个
月；孩子没有其他外语等语言
障碍，也没有自闭症等疾病。
根据芊芊的情况， 马静
为她安排了心理治疗， 目前
芊芊有了明显改善， 在学校
已经能够回答老师的提问。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徐珊 杨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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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招
家长忌用指责性语言逼孩子开口
应对儿童选择性缄默
症，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医生提醒， 如果孩子在
外面表现特别沉默， 家长不
要用“快叫人”、“这孩子不懂
事”等带指责性的语言，逼迫
孩子开口。 家长应引导性地

鼓励孩子进行语言交流。在
孩子表现出交往动作后，家
长要适时鼓励。 对于患有选
择性缄默症的孩子， 需要个
体、 家庭及整个环境参与治
疗， 马静建议尽早就医开始
干预。

我省乡村医生定期
到三甲医院“充电”
本报10月12日讯 今天上午，
中国红基会第69期（湖南）乡村医
生培训班在湘雅医院正式开班，
100名乡村医生将在湘雅医院接受
为期15天的农村常见病、多发病防
治等全科课程培训， 以及应急救护
等技能培训，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
在开班仪式上， 乡村医生学员代表
获捐药箱。
据悉，“乡村医生培训计划”于
2006年启动，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联合中国乡村医生培训中心等国家
级医疗培训机构及关心中国农民医
疗卫生条件改善的企业共同推出，
旨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村的医疗卫生
条件。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王洁

华中民办教育经管
论坛将在长召开
本 报 10 月 12 日 讯 10 月 18 日
-20日，“中国·华中民办教育经营
管理发展论坛”暨《千城万校成长计
划》将在长沙召开。
记者了解到，《千城万校成长计
划》旨在推动机构提升“供给高品质
教学产品和服务体验” 到C端客户
的能力， 促进教育机构团队的良性
发展。 长沙站将从学校经营战略制
定、制定精细化招生流程、优秀团队
的选用育留、 教育机构运营系统建
设4大板块与近千位教育人同修管
理实战课程， 帮助教育企业突破发
展瓶颈。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刘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