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组织开展 2020 年寒
假社会实践活动， 来
自青竹湖湘一外国语
学校、 湖南广益实验
中学等多所学校的
200 余名学生在医院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了解仲景文化， 学习
常见中草药知识。

通讯员 何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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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的阴雨绵绵， 让道
路湿滑不已。 长沙 49 岁的蔡
先生就因路滑摔倒， 而他摔倒
后采取 “走两步试试+按摩揉
捏” 的处理方式不仅让伤势没
有缓解， 还加重了病情。 湖南
省气象部门预计， 最近一周湖
南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降温天
气。 长沙市第三医院骨科副主
任刘峰提醒： 雨雪天气道路湿
滑， 市民朋友特别是老年人一
定要谨慎出行， 如不慎摔倒，
有些动作请千万别做， 避免加
重伤情。

前两天， 蔡先生骑电动单
车出了门时， 车辆后轮突然打
滑， 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蔡先
生当时就感到右小腿一阵剧烈
疼痛 ， 他强忍着疼痛站了起
来， 尝试着走了几步， 并咬牙
骑车回了家。 到家后， 蔡先生
赶紧让妻子拿来跌打活血药边
抹边按摩。 然而受伤的小腿不
仅没有好转， 还越来越痛、 越
来越肿。 家人见情况不妙， 将
他送至附近的医院。 X 光检查
提示右胫骨中下段粉碎性骨
折， 右腓骨中段骨折， 情况非
常严重， 需手术治疗。 疼痛难
忍的蔡先生被家人转至长沙市

第三医院骨科。
为了避免骨折端继续对皮

肤软组织的损伤， 减轻蔡先生
的疼痛， 该院骨科学科主任雷
青和刘峰精心设计手术方案，
于当天下午， 用微创技术为受
伤已 10 个小时的蔡先生行了
右胫骨中下段粉碎性骨折闭合
复位髓内钉内固定术。 手术创
伤小， 术后第三天蔡先生即可
扶拐下床活动， 目前正在进一
步恢复中。

刘峰介绍， 骨折后手术的
黄金时间是伤后 6 ~8 小时 ，
因为在受伤的瞬间， 断裂的不
仅仅是骨头， 周围的血管会破
裂出血， 筋膜、 肌肉也受到牵
拉伤害 ， 这些伤害会在 6~8
个小时后导致肢体肿胀， 此时
手术易加重局部软组织肿胀，
不利于软组织生长修复， 影响
伤口的愈合。 蔡先生摔伤后的
一系列操作不仅加速了局部出
血和肿胀， 还加重了骨折端对
皮肤软组织的损伤。

刘峰提醒， 摔伤后揉捏红
肿部位、 局部热敷会加速局部
出血和肿胀， 尤其是用走路这
种方法去判断是否骨折会加重
骨折错位或移位， 易造成二次

血管/神经损伤 。 雨雪天气地
面湿滑， 如果不慎摔倒， 请这
样处理 ： 1.原地不动判断伤
情 。 在周边环境允许的条件
下， 摔倒后最好的做法是原地
不动， 受伤部位避免大幅度运
动。 如无大碍则可缓慢起身，
如有不适 ， 应第一时间拨打
120， 就地等待救援 。 2.伤口
处理。 对于开放性骨折保持伤
口清洁， 要及时止血， 如果伤
口较小， 有条件的可用消毒后
的纱布包扎加压， 如果没有条
件则可用干净的布或衣物对伤
口进行包扎加压， 减少出血。
3.简单固定。 及时正确固定患
肢 ， 力求简单而有效 ， 可减
少疼痛及周围组织继续损伤，
同时也便于伤员搬运和转送。
4.冰敷。 闭合性骨折早期建议
做冰敷或者冷敷 ， 在第一时
间内降低受伤部位的温度 ，
收缩毛细血管 ， 减少局部缺
血， 减轻患肢肿胀情况。 5.安
全转运 。 脊柱损伤的患者 ，
搬运时应将伤员仰卧， 由 3~4
人分别托起头、 肩膀、 腰部、
下肢 ， 协同将患者平移至担
架上。

通讯员 周辉

������本报讯 （通讯员 吴靖 罗逊） “要为他们
点赞， 这么快就让老人重新做上了透析。” 1 月
7 日， 91 岁的肾病患者赵老的家人满意地说。

益阳桃江的赵老 4 年前被确诊为尿毒症，
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肾内科建立动静脉内瘘， 后
在当地医院进行每周 3 次的血液透析治疗。 近
日， 赵老的内瘘发生急性血栓， 导致血管通路
丧失， 已经几天没有透析了， 再拖延会很危
险， 当地医院只好采用动脉直接穿刺的方法临
时建立通路给老人进行了一次透析 。 1 月 6
日， 赵老来到了湖南省人民医院肾内科求诊。

根据赵老的情况， 肾内科为其开放绿色通
道， 1 月 6 日下午， 主任医师罗逊、 副主任医
师殷薇、 夏晓辉共同为赵老实施了紧急 PTA
（血管腔内成形术） 手术， 手术历时一个半小
时， 成功开通动静脉内瘘， 1 月 7 日上午， 赵
老就顺利恢复透析。

������本报讯 （通讯员 李雅雯） 9 岁的安安两周
前开始咳嗽、 流涕， 未经治疗也自行好转了，
妈妈以为就是简单的小感冒， 没有在意。 两天
前， 安安突然精神不济、 脸色苍白， 并开始反
复抽搐， 妈妈紧急将安安送往湖南省儿童医
院， 被确诊为爆发型病毒性心肌炎， 经过治疗
心率不能恢复， 最终安安只能安装永久心脏起
搏器。

该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肖云彬介绍，
心肌炎是由各种感染或其他原因引起的心肌间
质炎症细胞浸润和邻近的心肌细胞坏死， 导致
心功能障碍和其他系统损害的疾病。 可以引起
病毒性心肌炎的常见病毒有柯萨奇病毒、 埃可
病毒、 脊髓灰质炎病毒、 腺病毒、 传染性肝炎
病毒、 流感和副流感病毒、 麻疹病毒、 单纯疱
疹病毒以及流行性腮腺炎病毒等。 由此可见，
引起感冒的病毒亦可引发病毒性心肌炎。

������本报讯 （通讯员 熊铮） 近日， 5 岁的小涵
（化名） 在吃蚕豆后小腿上长出几个紫红色的
瘀点， 六七个小时后， 四肢、 臀部更出现大范
围瘀点瘀斑， 且伴有压痛。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医生诊断， 小涵为过敏性紫癜， 其致敏因素
为蚕豆。 经过对症支持治疗， 小涵病情好转，
医生叮嘱其禁食蚕豆和豆制品。

该院儿科主任薛亦男介绍， 过敏性紫癜是
一种侵犯皮肤和器官细小动脉和毛细血管的过
敏血管炎， 又称为自限性急性出血症， 发病机
制尚未十分明确， 主要认为与某种致敏因素引
起的自身免疫反应有关。 该病临床表现常见于
皮肤、 消化系统、 泌尿系统、 关节等处， 其中
以皮肤为首发症状且最为典型， 表现为针尖至
黄豆大小紫红色瘀点瘀斑， 压之不褪色， 伴压
痛， 好发于臀部和下肢。 病情控制后， 一般
1～2 周内瘀点瘀斑消退， 不留痕迹， 部分患者
可见腹痛、 关节痛、 血尿血便等， 少数患儿可
死于肠出血、 肠套叠、 肠坏死或急性肾功能衰
竭。

过敏性紫癜常见的致敏因素包括细菌、 病
毒、 寄生虫感染， 常见的引起过敏的食物有
鱼、 虾、 蚕豆等， 常见的引起过敏的药物有青
霉素类、 头孢类、 磺胺类药， 此外， 花粉刺
激、 蚊虫叮咬、 宠物毛发等也可引起过敏。

雨雪天气防摔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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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吴泽芳
袁睆） 1 月 8 日， 在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血液内科造血干细
胞采集室， 两位造血干细胞捐
献医务志愿者经过 5 个小时左
右的采集， 成功捐献出造血干
细胞， 这两袋造血干细胞立刻
在取干志愿者的专门护送下飞
往英国和中国香港为生命续
航， 分别救助一位 5 岁白血病
患儿和一位血液肿瘤患者。

叶勇 （化名） 是一名卫生
疾控工作人员， 来自于医学世

家 ， 祖孙三代学医 。 据他回
忆， 10 年前和同事们一起参加
单位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时获
取了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信息，
于是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在
接到湖南省红十字会通知， 得
知我与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位英
国伦敦小朋友配型成功， 问我
是否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时，
我毅然答应了， 觉得这真是一
种奇妙缘分 。 ” 采集结束时 ，
叶勇拿出自己亲笔写的一封
信， 嘱托取干志愿者带去英国

伦敦， 表达自己对患儿的期望
和祝福。 这封信承载着无私大
爱漂洋过海， 点燃素不相识的
异国患儿的生命希望。

与中国香港一位血液病患
者配型成功的何萍 （化名） 女
士， 曾经也是一名护士。 看着
从自己血液里采集的 188 毫升
造血干细胞悬液被交到了取干
志愿者的手中， 何萍祈祷着，
希望这份带着自己体温的热血
和沉甸甸的爱心， 能够为香港
同胞带去新生。

为生命续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