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个月前的一天， 20 岁的小杨像往
常一样参加公司晨会， 但就在开会时突
然倒地， 随即意识丧失， 呼之不应， 同
事们急忙把他送到医院， 医生检查后诊
断为急性脑梗塞。 经过十几天的积极救
治， 小杨终于清醒过来了， 可此时的他
不能说话， 也不能进食， 四肢完全瘫
痪， 只有靠眼睛“眨巴眨巴” 表达自己
想说的话。

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内科黄晓松
博士解释说， 小杨现在的这种状况是
由于脑桥基底部双侧梗塞所致， 医学
上称为 “闭锁综合征”， 被称为 “只能
用眼睛说话的病”。 由于患者动眼神经
与滑车神经的功能正常， 故眼球能上
下活动， 但因脑桥基底部损害， 外展
神经核以下运动性传出功能丧失， 故
患者不能讲话 ， 眼球水平运动障碍 ，
双侧面瘫， 吞咽功能障碍， 四肢全瘫。

目前， 对于闭锁综合征尚无完全可
以治愈的方法， 且该病的病死率极高，
发病后 4 个月内， 患者的病死率可高达
90%。 尽管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患者
后期运动功能完全恢复的希望也不大，
总体预后较差。 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内
科谭佩珍主任团队针对小杨的情况， 制
定了以抗血小板凝集、 护脑、 改善侧肢
循环、 稳定斑块、 补充营养、 调节情
绪、 康复治疗等综合性治疗措施。 目
前， 小杨左侧肢体肌力有所恢复， 可以
完成抬起、 抓握等简单动作， 可以进水
和少量流质食物。

谭佩珍提醒， 患者小杨年纪轻， 也
没有血管畸形等先天疾病， 发病主要与
平时一些很不好的生活习惯有关， 如每
天吸烟 1 包 ， 喝酒 100 毫升， 喜欢熬
夜打游戏等； 平素饮食也不讲究， 经
常吃方便面、 烧烤等食物充饥。 所以，
年轻人应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千万
不能任性。

湖南省脑科医院神经内科
周春枝 李彩

医疗小常识

�������俗话说 “眼睛里容不下沙
子”， 可如果不慎有异物入眼， 该
怎么办呢？ 首先要判断是什么异
物， 如果是粉尘类异物的话， 可以
轻轻翻开眼皮， 因为眼睛在受到刺
激后会分泌泪水， 泪水会将异物冲
洗出来； 如果此方法无效， 还可以
请人轻轻翻开您的眼皮， 并用清水
湿润的清洁面巾将异物擦拭掉。

如果是腐蚀性液体入眼的话，
您需要做的是， 立即在现场找到清
洁的水源， 并清洗眼睛 15 分钟以
上， 具体的冲洗方法有两种： 第一
种是让缓慢流动的清水直接流过眼
球表面， 第二种方法是打来一盆清
水， 将眼睛浸入清水之中， 反复做
睁眼闭眼的动作。 冲洗完成后， 请
尽快去医院急诊就诊。

如果是刀刺伤等严重异物入
眼的话， 切忌不
要擅自拔出异物，
因为这样会造成
更大的伤害， 这
种情况需要立即
去医院， 请专业
的眼科大夫处理。

异物不慎入眼
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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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卡通

缓解眼睛疲劳
用湿毛巾热敷
湿热敷有扩张血管、 改善局部

血液循环、 促进局部代谢的作用，
有利于疾病的恢复。 因为长时间看
电视、 用电脑、 看书而眼睛疲劳、
酸胀干涩时， 可用热毛巾敷眼睛，
可促进眼睛的血液循环， 缓解眼睛
疲劳。

图/文 陈望阳

谣 言 一
阿司匹林可以预防消化道肿瘤

大肠外科主任医师徐烨： 这
句话只对了一半。 阿司匹林的确
能够预防胃癌、 肠癌、 胰腺癌等
各种消化系统肿瘤的发生， 还可
以预防血栓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 但它有很多的副作用， 最
普遍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引起出血，
其次对消化系统的毒副作用， 一
些人服用了阿司匹林后会产生恶
心、 腹痛的感觉， 另外， 阿司匹
林对肝脏和肾脏也有一定的毒副
作用。 所以， 目前来说， 并不是
所有的人都适合服用阿司匹林。

谣 言 二
肿瘤患者在康复期不能吃鸡

综合治疗科主任医师成文
武： 很多人都认为吃鸡容易引起
肿瘤的复发、 转移， 但根据目前
的研究和文献资料显示， 这样的
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 实际
上， 事实恰恰相反， 在肿瘤治疗

的康复期， 比如手术后或放化疗
后， 多喝些鸡汤， 多吃些鸡肉，
补充足够的营养， 还能帮助肿瘤
早日康复。 而真正容易造成肿瘤
复发和转移的东西， 比如烟和大
量的烈性酒， 或者一些霉变的、
含有激素和添加剂的食物， 是肿
瘤患者需要忌口的。

谣 言 三
核磁共振有辐射，少做为妙

放射诊断科主任医师彭卫军：
很多人都对核磁共振检查心存疑虑，
担心辐射大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其
实， 核磁共振是没有辐射的。

我们知道， CT 是通过 X 线
成像的， 所以它有一定的辐射，
因此， 频繁的 X 线或 CT 检查是
不建议的。 但是， 核磁共振是利
用了人体里的氢质子， 通过共振
来获得人体里面的信息成像， 是
没有辐射的， 它是目前影像学里
最安全的检查技术之一， 而且磁
共振的软组织分辨率非常高， 非
常适合做神经系统、 骨关节以及

腹部的检查， 患者朋友完全不必
担心核磁共振有辐射危险。

谣 言 四
食管癌高发都是饮食习惯惹的祸

放射治疗中心主任医师赵快
乐： 食管癌是一种常见的消化道
肿瘤， 全世界每年约有 30 万人死
于食管癌， 但各国的发病率和死
亡率差别很大。 中国是食管癌的
高发地区之一， 病例数约占全球
的 50%， 而美国食管癌的发病率
则很低。 因此， 有人认为， 中国
食管癌高发都是饮食习惯惹的祸。
事实上， 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

食管癌共分两种， 一种是鳞
癌， 一种是腺癌。 在中国比较高
发的是食管鳞癌， 而一般认为鳞
癌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
果， 内因和基因 （遗传） 有关，
外因则是与饮食习惯以及社会环
境相关 。 因此 ， 并不能 “一刀
切” 地认为食管癌在中国高发都
是因为饮食习惯。

本报综合

������面对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癌症， 我们从来没有停止
过斗争的步伐， 人类的抗癌史可以说是一部医学发展史。 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常会流传出一些危言耸听、 缺乏科学依据的“抗
癌知识”， 如果盲目听信这些谣言， 可能会对防癌治癌不利。 下面
就来看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专家们如何一一击破这些谣言。

八大癌症谣言
专家一一击破（上）

脑梗塞后只能用眼睛说话？

������流感发病率很高， 且极易
造成传染和流行， 因此， 若不
幸患上了流感， 一定要做好预
防治疗工作， 以免传染给身边
的人。 治疗流感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

1. 一般治疗： 患者应进行
呼吸道隔离至少 1 周或直至主
要症状消失； 宜卧床休息， 多
饮水， 以易消化的流质或半流
质饮食为主； 保持鼻咽及口腔
清洁， 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等； 高热者可用 50%酒精擦
浴， 也可用毛巾浸清水湿敷胸
上和前额处。

2. 对症治疗： 有发热、 头
痛者， 可口服扑热息痛， 但不
宜使用含有阿司匹林的退热
药 ， 尤其是 16 岁以下患者 ；
干咳者可口服咳必清， 合并感
染者用抗生素； 食欲不振、 呕
吐者， 可给予静脉补液。

3. 抗病毒治疗： 抗病毒药
金刚烷胺对甲型流感有比较肯
定的疗效， 一旦确诊为甲型流
感， 应及早使用该药， 发病 24
小时内用药效果最佳， 可缩短
病程， 减轻症状； 而磷酸奥司

他韦 （达菲） 对乙型流感有特
效。 近年来， 国内外又筛选一
批抗流感病毒药物， 如甲基金
刚烷胺、 螺旋金刚烷胺， 效力
较金刚烷胺更强。

4. 中医药治疗： 研究证明，
板蓝根、 紫草、 桉叶、 贯众、
鹅不食草、 茵陈蒿、 金银花、
黄连、 黄芩、 连翘等数十种中
药， 对流感病毒均有抑制作用
或灭活作用， 可酌情选用。 还
可在辨证基础上分型论治， 邪
袭肺卫型 (头痛、 咳嗽、 胸闷、
口渴)， 治宜辛凉解表、 宣肺泄
热； 热灼胸膈 (身热不已、 烦
躁不安或便秘)， 治宜清泄膈热；
邪热壅肺 (身热出汗 、 咳喘 、
痰粘不爽)， 治宜清热宣肺。

5. 免疫调节治疗： 近年来
应用免疫调节剂， 如胸腺肽、
人源干扰素、 白细胞介素等治
疗病毒性感染有极大发展， 在
流感流行时， 对体弱、 年幼、
老年及免疫低下者应用免疫调
节剂， 可增加机体免疫功能，
促进康复。

湘西民族中医院儿科
副主任医师 黄丽霞

治疗流感 从五方面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