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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在衡阳常宁市中医医
院重症医学科 ICU （重症监护室）
门口， 患者张常芳 （化名） 的家
属终于见到了成功抢救自己亲人
的医务人员， 并送上了锦旗， 这
幅写着 “医术精湛、 妙手仁心”
的锦旗囊括了他们浓浓的感激之
情。

事情还得从 6 月 22 日的那
个晚上说起。 张常芳突然出现昏
迷， 被紧急送到常宁市中医医院
抢救， 重症医学科值班医生陈剑
华和阳志辉在诊查时发现， 张常
芳对光反射迟钝， 血压、 血氧测
不到， 心率达 212 次/分， 心电监
护显示室颤 ， 经磁共振头部检
查， 确诊为脑梗塞， 随时都有生
命危险。 在常宁市中医医院重症
医学科医生紧张有序的抢救下，
张常芳心率恢复正常， 心电监护
室颤波转为窦性心律， 生命体征
趋向平稳， 除颤抢救成功， 张常
芳被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血栓的危害性
据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副

主任医师张荣文介绍 ， 脑梗塞
又称缺血性脑卒中， 是指因脑部
血液供应障碍， 缺血、 缺氧所导
致的局限性脑组织的缺血性坏
死或软化 。 临床常见类型有脑

血栓形成、 腔隙性梗死和脑栓塞
等， 张常芳就是因血栓堵塞脑血
管造成脑梗。 血栓通俗地说就是
“血块 ”， 它像塞子一样堵塞了
身体各部位的血管通道， 导致人
体因相关脏器没有血液供应而突
然死亡。 血栓产生在脑部就会导
致脑梗， 产生在冠状动脉就会形
成心梗 ， 堵塞到肺部就是肺栓
塞。

在临床中， 医生们习惯将血
栓分为动脉血栓、 静脉血栓、 心
脏血栓， 在各类病案中， 医生研
究发现它们都有各自 “喜好” 堵
塞的体内通道。

静脉血栓爱堵肺。 静脉血栓
也被称为 “沉寂的杀手”， 它的
形成很多没有任何症状和感觉，
一旦发生很可能致命。 静脉血栓
主要爱堵在肺部， 常见疾病是下
肢深静脉血栓导致的肺栓塞。

动脉血栓爱堵心。 动脉血栓
十分凶险， 最常出现的部位是心
脏血管， 可导致冠心病。 动脉血
栓堵到人体主要的大血管———冠
状动脉， 导致组织器官没有血液
供应， 引发心梗或脑梗。

心脏血栓爱堵脑。 房颤患者
最容易出现心脏血栓， 因为其心
房正常的收缩运动消失， 导致心
腔内形成血栓， 尤其是当左心房

血栓脱落后， 最易堵塞脑血管，
引起脑栓塞。

如何防范血栓的发生
血栓发病前极为隐蔽， 且大

多是在安静的情况下发病， 发病
后又症状剧烈。 因此， 积极防范
非常重要。 日常要多运动， 避免
长期保持一个姿势， 多吃果蔬、
多喝水 。 夏天是此类疾病高发
期， 更要时刻注意保健。 建议易
发生血栓的高危群体， 如中老年
人或动过外科手术、 血管受过损
伤的患者， 去医院血栓与抗凝门
诊或心血管专科做一次血栓相关
的凝血因子异常筛查， 定期检测
有无血栓形成 。 特别是有高血
压、 房颤、 高血脂症等疾病的患
者， 更要注意防范。

张荣文给大家提供一个防范
脑梗特别实用的方法， 那就是睡
前泡澡。 近期， 根据日本一项研
究证实， 睡前多泡澡， 脑梗风险
少。 研究小组以 3 万名日本居民
为对象， 调研发现每天睡前泡泡
澡的人， 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整体
下降 28%， 脑出血和脑梗塞风险
分别降低 46%和 23%。 所以说，
睡前经常泡泡澡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防范脑梗塞方法。

本报通讯员 吴超辉

血栓，“沉寂” 的杀手

�������湖南省儿童医院近日启动“湘悦读·工力量” 全院共读活动， 该院工会建立了“同院共读”
群， 短短两周， 职工上传好书音视频累计超过 120 篇， 科室组织的线上线下集体阅读超过 50 场，
职工们开展阅读沙龙活动， 分享读书体会， 传播阅读理念。 图为日前该院“全院共读” 启动仪式
上， 各系统分管院领导率先阅读。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陈吉球 谷葵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珊） 贺先生是
一名套细胞淋巴瘤进展为淋巴瘤白血
病的患者， 不久前， 他来到益阳市中心
院准备做第二次化疗。 化疗前， 他忧虑
地告诉医生， 他的上次化疗大约在 1 月
前， 而上次化疗损伤的血管， 快 1 个月
了仍未能恢复， 一碰就痛得厉害。

为解决贺先生困扰， 该院血液内科
为贺先生植入了手臂式输液港， 历时大
约半小时， 总出血量不足 5 毫升， 整个
过程非常顺利， 贺先生在植入过程无任
何不适。 植入后第二天贺先生使用输液
港开始为期 5 天化疗， 在此期间贺先生
无任何不适， 随后顺利出院。

据悉， 手臂式输液港与传统经外周
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不同之处在于建
立的静脉通道埋置于皮下， 未输液时只
需每个月进行一次维护即可。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少林） 目前进
入早稻抽穗期， 邵阳市新宁县金石镇飞
仙桥水稻种植区的李大伯看到自家种植
的水稻田有不少稻飞虱飞舞， 便买来
50 公斤石灰灭虱除虫。

李大伯卷起裤管， 戴上口罩， 在自
家水稻田穿梭洒石灰， 可是 30分钟左右，
他就自感双脚大腿火辣辣样疼痛。 自认为
没什么大碍， 李大伯坚持把石灰撒完。 可
随后李大伯到小河边用清水冲洗了三四
十分钟， 腿部仍是火烧样疼痛难忍。

李大伯这才急忙赶到飞仙桥卫生院
就诊， 经医生抗感染治疗， 他的腿部灼
痛已大有好转。 该院执业医师钟庆强介
绍， 农药、 石灰对皮肤刺激性很大， 日
常使用时大家务必要加强防护， 不要直
接接触， 一旦受到损伤应及时到正规医
院治疗。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梦琦） 近日， 常
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介入团队顺
利完成一例颅内静脉窦血栓患者的取栓
溶栓手术治疗， 据悉， 颅内静脉弹性差、
变异多、 管壁薄， 手术难度及风险极大。
患者手术顺利， 术后恢复良好。

今年初， 陈先生 （化名） 因熬夜打
牌、 未规律休息， 渐起头痛、 视物模
糊， 并逐渐夜间难以入眠。 进行头部核
磁共振时医生发现， 陈先生颅内多发静
脉窦血栓形成， 立即入住该院神经内
科。 急诊腰椎穿刺显示， 陈先生颅内压
力大于 400 毫米水柱， 考虑颅内静脉多
部位阻塞， 单纯内科药物治疗效果不
佳， 故行急诊血管内介入手术治疗。

据悉， 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是脑血
管病的一种特殊类型， 属于脑卒中的一
种。 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的发病率低，
漏诊率高， 致残率、 致死率高。 其好发
于年轻人， 可因头面部感染、 口服避孕
药素、 围产期、 脱水、 遗传等原因导致，
多表现为头痛、 视力下降、 呕吐、 癫痫、
瘫痪、 意识障碍等。

———访常宁市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张荣文

“湘悦读·工力量” 医院共读会

������本报讯 （通讯员 孙逸虎 秦
璐） 32 岁的钟女士 （化名 ） 近
期变得脾气暴躁 ， 一点小事不
如意就会发火 ， 还伴有动不动
就出汗 、 失眠等症状 ， 体重也
逐渐减轻 。 钟女士的母亲担心
女儿是不是 “更年期” 提前了，
于是陪同她到医院就诊 ， 经过

多项检查 ， 钟女士被诊断为甲
状腺功能亢进 。 目前 ， 钟女士
正在南华大学附属长沙市中心
医院内分泌科接受治疗。

该院内分泌科主任 、 主任
医师邵挥戈表示 ， “甲状腺功
能亢进” 简称 “甲亢”， 是最常
见的良性甲状腺疾病之一 ， 是

因为甲状腺激素产生过多 ， 导
致身体的代谢亢进引起的临床
综合征 ， 可出现消瘦 、 心慌 、
手抖 、 脖子粗 、 烦躁 、 突眼 、
女性月经稀少等不适症状 。 许
多年轻的甲亢患者发病原因多
与精神压力大 、 睡眠不足有关
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