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种过二价疫苗还需用四价“加强”吗》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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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本报11月28日讯 为了更
好地推进我省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 提高中小学生心理
素质，11月27日至12月1日，湖
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开展了普
通高中心理健康教育优质课与
校园心理剧录像观摩评比活
动，活动在湖南师大附中举行，
来自全省的16名优秀一线教师
同场竞技。

在比赛过程中， 每位参赛
老师各显身手， 运用心理学基
本原理、方法及心理辅导技术，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教育教
学智慧， 精心设计课堂教学活
动：以学生为本，以发展、预防、
正向的心理辅导为目的， 突显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通过“感
知———体验———实践———正强
化”，由浅入深，让学生们在活
动中产生共鸣，从而敞开心扉，
内省自我，体验感悟，升华人格
品质。

赛后， 专家评委们对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教学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 参赛教师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 将在以后的教学中努
力改进， 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
水平。

随后， 会场人员共同观摩
获一等奖心理剧录像， 本次心
理情景剧大赛各参赛队伍的剧
本都十分贴近校园生活， 并从
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 同学舍
友之间的友情及学生恋爱的爱
情等不同方面引导剧情的发
展，精彩展现了学生朝气蓬勃、
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
对人生的思考及感悟。

■记者 黄京

本报11月28日讯 半天
就收治了6名煤气一氧化碳患
者。今天上午，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
不停救人。 据了解，11月份以
来，该院收治的这类中毒患者
已经有十几名。

据介绍，6名患者分别来
自两个家庭。其中一家一名12
岁的孩子生火后，拿回房间取
暖，大人睡了不知不觉都中毒
了， 全家四人被送往医院救
治。 另一家因为烧蜂窝煤取
暖，没有通风再加炉煤未完全

燃烧,以致一氧化碳含量增多
导致2人中毒。

每年冬天，一氧化碳中毒
的案例就高发。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提
醒市民，发现有人一氧化碳中
毒时，须立即开窗通风，迅速
将患者移离中毒现场至通风
处。如果发现患者口鼻中有分
泌物，要及时清除，同时保持
患者呼吸通畅，密切观察意识
状态；同时迅速拨打120，等待
救援。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振 唐静霞

本报11月28日讯“不肯
吃东西， 发低烧。”4岁半的童
童睡在妈妈怀里， 双眼微闭，
恹恹的不理任何人。妈妈干美
林28日告诉记者，孩子已经感
冒几天了，给他吃蒲地蓝剂没
有效果，只好带到湖南中医附
一儿科来看医生。

“最近感冒的孩子太多
了，家长真得提高警惕啊。”湖
南中医附一门诊办主任倪秋华
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医院
门诊、急诊病人持续攀升，患儿
数量达到千多人， 大部分的孩
子都是感冒发烧咳嗽， 还有一
些学龄的孩子患上了腮腺炎。
该院儿科副主任谢静也提醒，
这些患儿中乙型流感较多，家
长们要格外注意预防。

谢静介绍，流感是由流感
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 乙型流感病毒只感染人
类。 流感通常有1-3天的潜伏

期，当开始出现症状时，主要
表现为突然起病的高热、寒
颤、头痛、肌肉疼痛、全身不
适，发热要持续3-5天才退；普
通感冒则主要表现为喷嚏、流
涕、 咳嗽等上呼吸道局部症
状。

对普通人来说流感症状
会影响生活、学习、工作；但孩
子、老年人、有基础疾病如先
天性心脏病或者先天性免疫
低下，或者服用免疫制剂的病
人感染流感，就有可能发生严
重的肺炎，甚至可以引起呼吸
衰竭而死亡。

家长要怎样判断孩子是
否感染了流感？目前是流感流
行季节， 如果孩子出现相似的
流感样症状， 就要高度怀疑流
感。而确诊则主要靠病毒检测，
可以从鼻咽部采取分泌物进行
检测，可以帮助诊断流感。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陈双

本报11月28日讯 自10
月31日二价宫颈癌疫苗在湖
南上市后，11月27日，四价宫
颈癌疫苗也在湖南上市，不少
女性预约接种（详见本报11月
28日A08版）。“身边有朋友
在香港打九价宫颈癌疫苗，湖
南什么时候可以有九价的疫
苗呢？”本报相关报道见报后，
引起全省各地的女性关注，衡
阳市民陈欢向记者咨询，是否
可以等九价宫颈癌疫苗在湖
南上市再去接种。

“四价疫苗在中国的上市，
花了6.5年，九价现在还未正式
申请， 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四
价疫苗佳达修 (Gardasil)引进
相关公司负责人透露， 九价疫
苗佳达修 (Gardasil)在中国上

市，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据介绍， 二价宫颈癌疫苗

可预防70%由HPV16、18型引
起的宫颈癌。 四价疫苗在此基
础上，还可预防由HPV6、11型
引起的90%的生殖道疣（尖锐
湿疣）。 九价疫苗在原有4价疫
苗的基础上新增了31、33、45、
52、58五种亚型，除预防宫颈癌
和尖锐湿疣外， 同时可预防阴
道癌和肛门癌等生殖器肿瘤。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流行病学教授赵方辉表示，适
龄人群越早接种，效果越好。

需要注意的是， 接种了二
价疫苗后，没必要重复接种；接
种四价疫苗后， 也没有必要补
种九价疫苗。

■记者 李琪

据了解， 全球帕金森患者
约有500多万人，我国约260万，
每年还以新增10万-20万人的
速度不断增长， 近年来还有逐
渐年轻化的趋势，国内大约有1
万例患者植入DBS装置， 手术
治疗不足4%。

DBS植入手术治疗既有效
避免了药物的波动， 也不会因
为术中神经核团毁损对大脑神
经核团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并
且随着时间的延长，运动功能、
生活质量依然有所保障。

近年来湖南逐渐开展DBS
装置植入手术， 手术多是在患
者清醒状态下进行。 因为要在
头上钻孔，需要至少4-6小时带

着比较重的框架进行手术，很
多较大年纪的患者无法坚持。

今年开始， 湘雅二医院神
经外科和麻醉科通过控制麻醉
深度，在麻醉状态下仍然可以清
楚地记录到大脑各个神经核团
的放电，成为省内第一家既可以
在清醒状态下，也可以在麻醉状
态下进行DBS手术的医院。

2012年开始开展DBS装置
植入手术以来， 湘雅二医院已
有20多例成功经验。医生建议，
对于病程在3-5年以上的帕金
森患者，如果吃药种类、次数过
多，且出现了一些运动并发症，
通过评估后都可以考虑进行人
脑起搏器DBS植入手术。

患帕金森18年，脑植电极不再抖
湘雅二医院已有20多例成功经验，患病3-�5年以上可考虑进行植入手术

本报11月28日讯 今天上
午， 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神
经外科病房里，身患帕金森18
年的覃连菊，终于关停了困扰
多年的“震颤模式”，并能像正
常人一样行走。而帮她恢复正
常的，正是医院神经外科团队
完成的脑深部电刺激（DBS）
手术。

18年前， 湖南常德石门县
的覃连菊20岁时被确诊为帕金
森，随着病情加重，逐渐出现了
走路迟缓、四肢震颤的症状。经
常一到晚上， 刚坐下双腿就开
始不听使唤地发抖， 加大服药
剂量后依然不见效，坐不得、站
不得、躺不得。看着自己不听使
唤的身体， 只能以哭来发泄无
奈与难过。

11月初， 覃连菊来到中南
大学湘雅二医院神经外科，在
蒋宇钢教授、 主治医生周倩的
安排下进行了脑深部电刺激

（DBS）手术。
医生轻轻打开遥控器开关

后马上停止，覃连菊原本僵硬
的身体渐渐变得柔软起来。甚
至可以自如完成写字、拿杯子
喝水等动作。经过一段时间的
恢复，现在覃连菊从坐姿到站
姿， 可以迅速且不疼痛地完
成，沿着走廊可以脚跟、脚尖
交替稳定行走， 抬腿幅度与常
人无异……“这在以前绝对不
敢想啊！”覃连菊感慨道。

医生介绍， 脑深部电刺激
（DBS）手术，通俗地说就是给
患者大脑特定的神经核团（黄
豆大小）里植入一个电极，打开
电极开关就能够有效控制帕金
森病的震颤、僵直、运动缓慢等
运动功能症状， 减少口服药物
的剂量， 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质
量， 对帕金森病的治疗可起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沙丽娜 周倩

全国260万患者手术治疗不足4%

九价宫颈癌疫苗国内上市还要等
接种四价疫苗后无需补种九价疫苗

流感高发,医院患儿扎堆
其中乙型流感较多，要格外注意预防

生火取暖，一家四口中毒
冬天家中取暖要注意通风

心理健康教育
让学生内省自我

以前颤抖得连鞋都没办法穿的覃连菊，手术之后，穿绣花针都不费力了。 沙丽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