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代谢内分泌科
组织举办糖尿病病友新
春联谊会， 通过免费血
糖监测、 趣味知识讲
座、 糖尿病常见生活误
区解答、 有奖知识问
答、 小游戏等多个环
节， 不仅让糖尿病病友
之间、 病护之间进行了
真切互动， 促进彼此之
间的了解和沟通， 还帮
助患者提高对糖尿病的
自我管理水平。

通讯员 李佳宁 徐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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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肖靓宜）
随 着 小 寒 大 寒 节 气 的 到 来 ，
长沙的气温一直走低 ， 冷风
寒潮来袭 ， 也进入面瘫高发
季节 。 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
沙市第八医院 ） 东院针灸康
复科主任高智颖表示 ， 今年
以来 ， 科室已接诊 20 例面瘫
患者 ， 经过针灸等治疗 ， 都
基本痊愈。

近日一个深夜， 彭女士驾
驶电动车在寒风中疾驰。 这个
职场新人工作十分努力， 这已
经是她连续第三天加班了。 此

刻的她身心疲惫， 风雨打在她
脸上呼呼作响， 但她还是加快
了车速。 回到家的彭女士感觉
脸颊都被风吹得僵硬麻木了 ，
但也没有多在意。 第二天早上
起来， 彭女士漱口时发现有水
从左侧嘴角流出， 往镜子里一
看， 糟了！ 昨天还好端端的一
张脸， 现在竟然嘴歪了， 左边
眼睛闭不拢， 左侧眉毛也抬不
起来了。 又急又怕的她立即到
长沙市中医医院东院针灸康复
科就医。 医生检查后发现， 原
来彭女士是受风寒后导致了

“面瘫”。
高智颖介绍， 彭女士所患

的这一类面瘫又称为周围性面
神经麻痹， 每年入冬后， 就会
进入 “面瘫” 的高发期。 这个
疾病多在人们抵抗力下降之
时、 受风寒之邪之后突发。 临
床表现以一侧面部表情肌瘫痪
为主， 患者可发现病侧不能抬
眉 、 皱眉 、 眼睛也闭不全等 。
引起这个疾病的主要原因常与
劳累过度、 机体正气不足、 感
受风寒或是风热之邪趁虚而入
等因素有关， 病位在面部。

������寒潮来袭， 没有暖气供应
的湖南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御
寒 “神器”： 暖水宝、 暖宝宝、
热水袋、 电热毯……对一些人
而言这些是御寒保暖的 “神
器 ”， 对另一群人来说 ， 神器
却变成了伤人的 “暗器 ”。 长
沙市第三医院近日收治多名被
御寒 “神器” 烫伤的患者。

云南的李女士几天前到长
沙的妹妹家玩， 正巧碰到了长
沙这一场大雪。 急速下降的温
度让从四季如春的云南过来的
李女士连呼 “受不住 ”， 本就
腰疼了半个月的她感觉这下疼
得更厉害了， 于是她在腰的两
侧贴了暖宝宝， 想着暖和一点
可以缓解腰疼。 连用了 5 天之
后， 症状没有缓解， 无奈只能
来到长沙市第三医院骨科就
诊。 医生检查发现， 李女士的
腰部被烫出 5 个大水泡。 李女
士很诧异： “我是隔着一层衣
服贴的呀， 怎么还被烫得这么
厉害 ？ 我自己居然一点没察
觉？”

经详细检查， 李女士因骨

质疏松引起腰椎压缩性骨折 ，
因而持续腰部疼痛； 而她本身
有糖尿病， 使得她对温度的敏
感度降低。 同一个部位连续 5
天使用暖宝宝， 导致被烫伤。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瘫痪
在床的陈大爷身上。 下雪气温
低， 为了让因脑梗肢体瘫痪的
老人晚上能睡得安稳， 家人特
意打开了电热毯为其取暖， 一
开就是一整夜。 早上家人发现
陈大爷有些躁动不安， 但由于
语言功能障碍不能有效表达 ，
家人就未引起重视。 最近因大
小便失禁， 陈大爷被送往长沙
市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七病室住
院， 首次体格检查时， 医生发
现他全身多处被烫伤， 皮肤发
红并起了水泡， 左腰和右膝皮
肤上水泡都已出现破损。 家人
很惊讶 ： “电热毯温度不高
呀， 怎么会把老人烫伤呢？

低温烫伤也称为低温烧伤
或低热烧伤， 是指机体长时间
接触温度不太高的热源， 致使
热量蓄积而导致接触部位皮
肤、 皮下组织烧伤。 “入冬以

来， 随着取暖设备使用频率的
升高， 低温烫伤的患者屡见不
鲜 。” 长沙市第三医院神经内
科七病室主任毛新发解释， 低
温烫伤常见于婴幼儿 、 青少
年， 特别是患有糖尿病、 脉管
炎或中风后遗症、 长期卧床的
人及老年人。 这类人群因年龄
或疾病的原因对温度的敏感度
降低 ， 以致发生烫伤还不自
知， 不少烫伤到了很严重的程
度才被发现。

毛新发建议， 老年人、 小
孩 、 昏迷 、 感觉迟钝 、 偏瘫 、
糖尿病患者以及因为其他原因
导致皮肤对温度不敏感的人
群， 不要长时间接触温度超过
体温的物品， 使用热水袋、 暖
宝宝等物品时不宜直接接触皮
肤， 热水袋建议用毛巾包裹隔
热， 或放于两层毯子中间； 使
用电热毯或暖气片等取暖设备
时温度不要设得过高， 更不要
长时间、 近距离使用； 发现有
皮肤不适， 应立即停止使用并
及时就医。

本报通讯员 徐玲 陈聪辉

本报讯 （通讯员 段航） 前不久， 怀孕 9
周的 43 岁杨女士在湖南中医附一医院超声
影像科进行孕早期的常规检查。 超声影像科
副主任医师阳倩接诊后， 发现杨女士的胎儿
存在先天性心脏畸形———心脏异位的可能，
也就是胎儿的心脏没有长在胸腔内。 9 周的
胎儿只有 2 厘米左右长， 心脏部位就更加微
小。 一周之后， 杨女士再一次进行复查， 专
家全面会诊后， 确诊了阳倩之前的判断。

据了解， 心脏异位是先天性心脏病中的
一种， 是罕见而严重的先天性心血管畸形，
多与胸骨裂缺、 膈肌缺损、 腹璧缺损并存。
阳倩安抚杨女士的同时为其全面介绍了病
情， 杨女士最终决定终止妊娠。

阳倩介绍， 心脏异位多数伴有其他心脏
畸形， 预后差， 产前超声检查是发现该病的
主要手段， 心脏的位置在 10 周以后就可以
清晰显示， 而早期诊断有助于及时终止妊
娠， 减少患者的痛苦， 因此高龄孕妇要特别
注意产前系统科学孕检。

�
������本报讯 （通讯员 廖薇） 近日， 湖南省
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肿瘤科来了一位为胸部
不适而苦恼的陈先生 （化名）。 陈先生最近
发现自己左侧胸部有一肿块， 尽管不疼不痒
也不影响生活和工作， 但乳头出现溢液情
况， 于是来到该院就诊。 该院肿瘤一科医师
傅剑峰介绍， 男士出现乳房溢液的症状， 要
警惕一种疾病———乳腺癌。

据了解， 男性乳腺癌是少见的恶性肿
瘤， 占男性全部癌肿的 0.2％～1.5％， 占乳腺
癌的 1％左右。 从理论上说， 乳癌的发生是
由于乳房细胞内出现恶性肿瘤组织。 男性也
具备乳腺组织， 所以同样也可能导致乳癌。
只是由于生理结构的差异， 女性罹患乳癌的
几率远远大于男性。

傅剑峰介绍， 男性乳腺癌主要有以下表
现： 一是无痛性肿块； 二是胸部皮肤改变；
三是乳头异常， 有乳头内陷、 结痂和回缩现
象； 四是乳头溢液等等。

������本报讯 （通讯员 蒋凯） 1 月 7 日， 在中
南大学湘雅三医院重症医学科， 33 岁的杨
辉 （化名） 已经入院治疗了近一个月。 而他
的病因竟与他家两个月前饲养的一对鹦鹉有
关， 他感染上了 “鹦鹉热”。 目前经过一系
列支持治疗及抗感染治疗后， 杨辉一天天好
转。

杨辉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因高热气促来
到湘雅三医院就诊。 由于病情严重， 他被转
入了该院重症医学科。 该院重症医学科主治
医师靳欣表示， 经过病原菌基因检测提示有
鹦鹉热衣原体感染可能， 医生再三询问家
属， 这才了解到两个月前， 杨辉家人曾在超
市购买了一对鹦鹉饲养在阳台上， 杨辉有鸟
类接触史。 靳欣介绍， 鹦鹉热是由鹦鹉衣原
体引起的传染病， 病鸟是主要的传染源， 其
分泌物和粪便携带病原， 可以通过呼吸道传
播病菌， “水鸟、 金丝雀、 家禽等都可能携
带病菌。” 预防的主要方法是避免和带病的
禽类接触。

小心御寒“神器”变伤人“暗器”

糖友新春联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