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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生下二胎，34岁的她就遭遇大出血等系列危急情况

昏迷46天后，重症产妇成功苏醒
本报1月11日讯 患有严重
先天性心脏病伴重度肺动脉高
压的吴莹，被医生诊断为“绝对
不能怀孕”， 但她迫切想要生一
个孩子。不幸的是，孩子早产只
有1005克， 而她在重症监护室
努力了14天后去世，生命定格在
25岁。近日播出的医疗新闻纪录
片《人间世2》第二集聚焦危重孕
产妇， 吴莹的故事让人悲伤，也
让人唏嘘不已。
在湖南，刚生下二胎的郭女
士最近也遭遇了这样的危险经
历。好在，她在昏迷了46天后终
于醒来，从产后活动性大出血和
缺血缺氧性脑病等一系列重疾
中起死回生。

顺利生下二胎
却一脚踏入鬼门关
2018年11月18日， 娄底冷
水江34岁的郭女士在当地医院
顺产下一男婴，还未等全家人从
二胎的喜悦中回过神来，郭女士
却一脚踏入了鬼门关。 原来，产
后的她子宫后壁破裂，尽管行子
宫全切术后却依旧无法止血，总
计出血量为4650毫升， 相当于
全身血液的总量。
郭女士被紧急转至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中心ICU，此时的她
神志昏迷，失血性休克，生命危

在旦夕。 最终，专家一致决定在
做好剖腹探查手术准备的同时，
先行盆腔血管造影及髂内动脉
栓塞术，手术成功了。
然而，还没等医护人员松口
气，郭女士又出现了高热、全身
大片红疹等新的状况。 被诊断
为缺血缺氧性脑病，此外还有剥
脱性皮炎、肺部感染、尿路感染，
合并全耐药的细菌、真菌感染等
危急情况，专家们一致认为情况
非常棘手。

“消防”漫画
直观又幽默
寒假临近，为增强中学生的消
防安全意识，提高其火场逃生自救
能力，益阳市消防支队将30余万本
《校园消防安全漫画》 先后免费分
发给辖区600余所中小学校。这是
益阳市消防支队与湖南工艺美术
学院联合编制的消防动漫读本，以
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加上
直观、幽默的卡通配图，讲述了关
于日常生活中的消防安全知识。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陈灿

昏迷40多天后
她终于睁开了眼睛
在中 心ICU经 过 了 半 个 月
的抗感染等治疗后，郭女士的感
染得到了控制， 但仍然昏迷不
醒。丈夫潘先生一遍又一遍地在
妻子耳边播放她熟悉的音乐，并
将3岁的大女儿接到长沙， 女儿
握着郭女士的手一声声地喊着
“妈妈，你快醒来”。
在爱的感召与呼唤下，沉睡
多日的郭女士奇迹般地睁开了
眼睛。目前，郭女士终于能开口
说话了。看着病床前开心蹦跳的
女儿， 郭女士流下了激动的泪
水，并与医生进行了简单的语言
沟通和肢体交流。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微 冯妍

3.2㎝骨头卡喉咙，10天穿破食道
医生：异物卡喉，勿用吞馒头、米饭等“土方法”

本 报 1 月 11 日 讯 春 节 临
近，寒假将至，“吃货”时间到了。
鱼刺、骨头、果核……当这些东
西不慎卡在喉咙时该如何处理？
如果你选择吞馒头、喝醋等“土
方法” 的话， 就大错特错了。日
前，长沙市第四医院耳鼻喉科接
诊了一位骨头卡在食道内10天
险要其命的患者。
50岁的樊先生家住长沙市
岳麓区， 十天前喝排骨汤时，不
小心 被小 块 排骨 卡住 了 喉咙 。
“当时不以为意， 去附近诊所还
是打了两天针。”1月11日上午，
樊先生躺在长沙市第四医院病
床上说道，当时卡住后自己尝试
用手抠、使劲咳，但效果甚微。接
连10天，亲友给他的建议不是喝
醋，就是吞馒头等“土方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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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过后， 骨头还是卡在食管
内，折磨得他寝食难安，咽喉疼痛
厉害。 疼痛难忍的樊先生这才到
长沙市第四医院耳鼻喉科就诊。
CT显示， 一块3.2厘米*3厘
米的骨头两端已穿出樊先生的
食道壁， 导致其食道黏膜充血、
肿胀、糜烂 ，甚至化脓等，尤其
左侧靠近主动脉弓上缘，一旦刺
入主动脉，病人将大出血危及生
命。经过手术，骨头被成功取出。
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湘
胜提醒广大市民，食道异物常因
病人在咽喉卡异物后处理不当
所致，如果未能尽早就诊，异物
会引起病人食道感染、侵蚀临近
血管， 甚至在短时间内死亡，不
容轻视。
■记者 张洋银
实习生 文丽虹

提醒
异物卡喉或卡食道，别再继续进食
“节假日期间我们通常每天都要处理急诊取异物数次，
异物种类多种多样，常见的有鱼刺、骨头、枣核等，少见的有
假牙、硬币、坚果等。”李湘胜介绍，食管壁非常薄，且入口处
狭窄，如果不小心有异物进入，很容易卡在食管入口处，造
成食管损伤。这种食管异物，如及时就医大多可以很快顺利
取出，但如不及时处理，危害很大。
李湘胜强调，当发生异物卡喉或者卡食道情况后，应立
即至医院就诊， 及时通过医疗器械取出。 切不可再继续进
食，尤其不要用吞馒头、米饭或韭菜等粗纤维食物的方法尝
试把异物带下去。

很 被同学一句玩笑话
“压垮”
脆
“崩溃”患抑郁症
弱 高三女孩情绪
?
“这样用功干什么，考不上
大学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没有谁会想到，同学无心的一句
话，竟成为压垮小琳的最后一根
“
稻草”。1月11日，记者从省第二
人民医院儿少心理科了解到，正
是因为同学的这句话，正在读高
三的小琳患上了抑郁症。
小琳家住益阳，在父母眼
中 ，她 从小 乖巧 ，但 进 入 高 三
之后却突然间像换了一个
人， 每天没精打采、 沉默少
语、情 绪低 落 ，总 说 外 面 有 人
针 对她 、嘲 讽她 。学 校 老 师 也
反映孩子成绩下降明显，与
同学间关系紧张。
与孩子沟通始终无法得到
回应后， 小琳父母带她来到省
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小琳向医
院儿少心理科治疗师杨醉文

倾诉，在进高三后，她总觉得自
己必须要比以前更努力， 才能
对得起父母对她的关心、 老师
对她的栽培。 可越努力反而越
不如意，成绩不进反退，她内心
既焦虑又痛苦。 有次与同学聊
天时谈及未来目标， 同学打趣
“这样用功干什么，考不上大学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小琳
在那一刻失去自控力， 冲同学
大发脾气、放声哭泣。
自此， 小琳越发觉得学业
上难以维持精力，时常哭泣，晚
上整夜不得安眠， 走在路上也
总觉得别人看她的眼神是在议
论她、嘲笑她考不上大学。结合
各项检查结果， 儿少心理科陈
曦医生诊断， 小琳患上了抑郁
症并伴有精神病性症状。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黄芳 石荣

很 轻信精油按摩能消除肿块
糊
涂 女大学生耽误治疗患上乳腺癌
!
精油按摩可以消除乳房肿
治专家陈杏初主任介绍， 乳腺
块？26岁在校女大学生聂某信
了。 她发现乳房肿块不及时手
术治疗，想通过精油按摩消除，
半年后被诊断为乳腺癌。1月9
日，聂某接受了肿块切除手术。
聂某在大学攻读设计专
业，学业压力大，经常熬夜，生
活作息很不规律。 半年前，聂
某无意中发现右侧乳房出现
肿块，红枣大小，没有疼痛感
觉。听说精油按摩可以消除肿
块，聂某便去美容机构进行了
精油按摩。 一段时间之后，精
油按摩并没有见效，肿块反而
增大，她才来到省妇幼保健院
乳腺科就诊。
省妇幼保健院乳腺疾病防

疾病与长期处于高压状态息息
相关， 随着现代女性患乳腺疾
病年轻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年
轻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升
高，极其需要引起重视。
2018年年初， 国家癌症中
心发布的最新版全国癌症统计
数据显示， 乳腺癌位居全国女
性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1位，占
比高达16.51%。 为了“保养乳
房，远离乳腺癌”，不少女性青
睐 被 商 家 捧 上 天 的 “乳 房 按
摩”。专家发出警示：年轻女性
应选择正规医疗机构治疗乳腺
疾病， 切勿相信某些美容机构
所谓精油按摩等方法。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罗璐 袁旭

提醒
孩子的情绪波动
家长要重视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
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
主要临床特征， 临床可见心
境低落与其 处境 不相 称 ，情
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
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
观厌世，严重者可出现幻觉、
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
杨醉文建议， 高三学生
学业压力大， 在压力面前不
仅需要孩子本身具有自我调
控的能力， 也需要家庭能在
他们背后充当 稳定 的 港湾 ，
家长要及时察觉孩子的情绪
波动，并引起重视，不要讳疾
忌医， 导致孩子失去早期良
好的治疗时机。

提醒
植物精油长期堆积
可能致病变
专家分析，植物精油素有
“植物激素”之称，有乳腺增生
的女性， 最好不要使用精油按
摩胸部。 因为这些激素会通过
按摩加速吸收， 容易导致内分
泌失调或肿块增大。 特别要说
明的是，乳头是结缔组织，容易
吸收进各种物质。 激素被吸收
后，长时间堆积于人体，有可能
发生局部组织病变，如乳腺癌。
如何预防乳腺癌？ 专家
表示， 女性应积极主动地减
压，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另
外，要定期进行乳腺癌筛查，
牢 记“三 早 ”： 早 预 防 、 早 发
现、早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