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筷子用了半年以后， 在细
小的凹糟里容易残留一些细菌
和清洁剂。 特别是许多家庭洗
筷子不是一根根洗， 而是一大
把搓洗， 很难彻底洗干净。 这
种情况下很容易传播致病菌，
如幽门螺旋杆菌， 这种病菌易
引发胃炎。 因此， 筷子用半年
要记得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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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用半年
要更换

感冒又称上呼吸道感染 ，
主要表现为咳嗽 、 流涕 、 发热
等症状 ， 而任何一种症状都会
直接影响到全身麻醉的安全 。
上呼吸道感染容易出现呛咳 ，
严重时可引起缺氧 ； 流涕 、 咳
痰是排出呼吸道内分泌物的主
要方式， 但全麻患者的咳嗽反射
是消失的 ， 这些分泌物容易堵
塞气道引起肺炎 ， 甚至窒息风
险 。 那么 ， 手术前如果不巧感
冒了怎么办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先要知
道手术的分类。 按照病情的轻重
缓急， 手术可分为三类， 即急诊
手术、 限期手术和择期手术。 急
诊手术是指疾病已经对患者造成
严重影响或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需要立即手术处理； 限期手术是
指在有限的时间内， 手术越早做
越好； 而择期手术是指可以选择
一个合适的时间进行手术， 早做
晚做没有太大区别。

因此， 感冒后是否能继续手
术要看疾病的轻重缓急。 倘若是
急诊手术， 即使患者有感冒， 甚
至严重肺炎、 呼吸功能不全等情
况， 手术风险很高， 也会立即进
行手术， 优先解决威胁患者生命
安全或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疾病，
术后再进行肺部炎症的相关治疗。
若是限期手术， 那么就要根据具
体情况， 与外科医生充分沟通后
共同决定。 而择期手术的患者则
可以等到呼吸道炎症恢复完全后
再进行手术。

湖南省儿童医院
麻醉手术科 禹二友

李先生近日因呕吐、 腹痛、 腹
泻、 无小便等症状被家人送至郴州
市桂阳县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 接
诊的雷海红副主任详细询问病情后
得知， 李先生入院前一天进食了大
量野生蘑菇， 急查肝肾功能提示肝
肾功能衰竭， 考虑为蘑菇中毒引
起， 立即给予持续性床旁血液透析
等对症治疗。 第二天， 李先生尿量
开始恢复， 经过 5 天的救治， 各项
指标开始好转， 脱离生命危险。

科室副主任医师肖东华介绍，
每年的 5~9 月雨水充沛， 野生蘑菇
多， 是蘑菇中毒的高发期。 若误食
了有毒的野蘑菇， 轻者出现腹痛、
腹泻等胃肠道反应， 重者可出现多
脏器功能衰竭， 甚至丧命。 湖南省
毒蘑菇种类繁多， 目前已知的有
400 多种， 主要是一些含鹅膏毒素
的剧毒种类以及亚稀褶红菇， 前者

会引起严重的急性肝损害， 后者会
引起横纹肌溶解。 老百姓切不可凭
自己的 “经验” 判断野蘑菇是否有
毒， 尤其是以下几条。

“经验”一 颜色鲜艳的蘑菇有
毒 灰白色的没毒

【真相】 一些剧毒蘑菇， 如灰花
纹鹅膏、 亚稀褶红菇是灰色的， 而致
命的鹅膏、 裂皮鹅膏都是纯白色的。

“经验”二 蘑菇跟大蒜、 大米、
银器一起煮， 如果没变色就没毒

【真相】 一些剧毒蘑菇跟大
蒜、 大米、 银器一起煮， 后者的颜
色并不会改变。

“经验”三 生虫、 生蛆的蘑菇
没毒

【真相】 很多昆虫、 动物对毒素
的吸收与作用与人是不一样的。 如
剧毒的鹅膏菌成熟腐烂后很容易生
虫、 生蛆， 用它喂养小白鼠， 小白

鼠不会中毒， 但人服食后就会中毒。
“经验”四 受伤变色或者有分

泌物的蘑菇有毒
【真相】 受伤后变色或有分泌

物流出是很多科属， 如牛肝菌科、
红菇科的一个特征， 但这两个科属
的很多蘑菇种类都是可以食用的。

“经验”五 长在潮湿处的蘑菇
有毒 长在干燥清洁地方的蘑菇无毒

【真相】 蘑菇是否有毒与生长
环境没有关系。

“经验”六 同一地点采摘的蘑
菇毒性不会变化

【真相】 曾有一起中毒案例，
中毒者一年前在某地采摘了大白
鹅膏 （可食）， 第二年在同一地方
采到的却是欧式鹅膏 （剧毒）， 两
者外形相似， 生长地方相同， 但一
个有毒， 一个无毒。

通讯员 宁芳芳

蘑 菇 中 毒进入高发期
切莫凭经验判断是否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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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脑萎缩？
我们平时所说的 “脑萎缩”

主要是指在 CT 或 MRI 片子上发
现的脑组织的体积变小， 脑子里
的空隙 （脑室和蛛网膜下腔等）
变大， 因此， “脑萎缩” 属于影
像学表现， 并非是疾病名称。

脑萎缩一定会出现症状吗？
不一定。 脑萎缩分为生理性

和病理性， 前者是指随着年龄的
增加， 脑组织会出现体积缩小及
脑重量下降 ， 即 “老年性脑萎
缩”， 大部分老年人都存在这种
情况， 这部分人中绝大部分是没
有临床症状的 ， 对于这种 “萎
缩”， 目前尚没有药物能有效减
缓它的发展 ， 也不需要特殊干
预。 除了上述 “老年性脑萎缩”
外， 还有很多疾病可以导致脑萎
缩， 即病理性脑萎缩， 常见的有
以下几种。

哪些疾病会导致“脑萎缩”？
阿尔海默茨病 俗称 “老年

痴呆症”， 它的 CT 或 MRI 检查
可以发现其脑萎缩主要以大脑半
球 （额叶和颞叶） 为主， 这些部
位主管记忆、 计算、 情感等功能
的脑区， 所以患者常常表现为容

易忘事 （越是最近发生的事越容
易忘记）、 思维混乱、 精神行为异
常、 生活自理能力下降等。

脑血管病 脑梗塞 、 脑出血
是因为脑血管堵塞或破裂引起的
脑部血流供应异常所导致的脑部
疾病， 当局部的梗塞、 出血造成
神经元损伤后， 这个部位的脑组
织就会减少。 脑组织减少了， 脑
间隙就会变大 ， 从而出现局部
“脑萎缩” 的表现。 如果反复出现
以小血管为主全脑多发性小梗塞，
会导致全脑萎缩。

脑外伤、 缺氧、 中毒 脑外
伤、 缺氧、 某些物质的毒性作用
（如一氧化碳中毒） 均可以引起局
部或全部脑组织损伤， 继而引起
神经元的死亡， 造成局部脑萎缩
或全脑萎缩。

脑积水 脑脊液循环受阻 、
吸收障碍或分泌过多， 都会导致
脑脊液增加， 脑室系统和脑表面
（蛛网膜下腔） 的压力增高， 继而
对脑组织产生压迫 ， 时间一久 ，
就会把脑室 “压” 萎缩。

根据脑压是否正常可将脑积
水分为高颅压性脑积水和正常颅
压性脑积水。 正常颅压性脑积水
常见于老年人， 是由于脑脊液的
生成大于吸收导致的， 常表现为

步履艰难 、 反应迟钝 （认知障
碍）、 尿失禁。

根据脑脊液流通情况又可分
为梗阻性脑积水 （脑室内或周围
脑脊液循环通道梗阻造成脑脊液
量增多， 压力升高） 和交通性脑
积水 （脑室以外部分脑脊液循环
受阻或脑脊液生成多于吸收造成
的脑脊液增加）。

某些脑变性疾病 是指脑部
神经细胞因为某种原因导致神经
元异常死亡或丢失等引起的一大
类疾病 ， 最常见的就是帕金森
病， 典型症状为手足不自主的抖
动， 全身肌肉、 关节僵硬。 除此
之外， 还有多系统萎缩也相对常
见， 与帕金森类似， 它也是以小
脑、 脑干部位为主的局部性脑萎
缩， 可以出现类似于帕金森等多
种临床症状。

某些先天性或基因缺陷疾病
某些先天性疾病也可以造成全脑
或局部脑组织萎缩， 如脊髓小脑
性共济失调、 遗传性小脑共济失
调、 遗传性脑白质营养不良等疾
病。 另外， 由于某些基因缺陷也
可导致广泛性或局限性脑部萎
缩， 并表现出相应的临床症状。

四川省泸州市中医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宋璞

全麻手术前
感冒了怎么办？

很多人对头部 CT 或 MRI （核磁共振） 结论中
“脑萎缩” 的结果不淡定： “我平时好好的， 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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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先天性疾病也可以造成全脑
或局部脑组织萎缩， 如脊髓小脑
性共济失调、 遗传性小脑共济失
调、 遗传性脑白质营养不良等疾
病。 另外， 由于某些基因缺陷也
可导致广泛性或局限性脑部萎
缩， 并表现出相应的临床症状。

四川省泸州市中医医院
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宋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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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近日因呕吐、 腹痛、 腹
泻、 无小便等症状被家人送至郴州
市桂阳县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 接
诊的雷海红副主任详细询问病情后
得知， 李先生入院前一天进食了大
量野生蘑菇， 急查肝肾功能提示肝
肾功能衰竭， 考虑为蘑菇中毒引
起， 立即给予持续性床旁血液透析
等对症治疗。 第二天， 李先生尿量
开始恢复， 经过 5 天的救治， 各项
指标开始好转， 脱离生命危险。

科室副主任医师肖东华介绍，
每年的 5~9 月雨水充沛， 野生蘑菇
多， 是蘑菇中毒的高发期。 若误食
了有毒的野蘑菇， 轻者出现腹痛、
腹泻等胃肠道反应， 重者可出现多
脏器功能衰竭， 甚至丧命。 湖南省
毒蘑菇种类繁多， 目前已知的有
400 多种， 主要是一些含鹅膏毒素
的剧毒种类以及亚稀褶红菇， 前者

会引起严重的急性肝损害， 后者会
引起横纹肌溶解。 老百姓切不可凭
自己的 “经验” 判断野蘑菇是否有
毒， 尤其是以下几条。

“经验”一 颜色鲜艳的蘑菇有
毒 灰白色的没毒

【真相】 一些剧毒蘑菇， 如灰花
纹鹅膏、 亚稀褶红菇是灰色的， 而致
命的鹅膏、 裂皮鹅膏都是纯白色的。

“经验”二 蘑菇跟大蒜、 大米、
银器一起煮， 如果没变色就没毒

【真相】 一些剧毒蘑菇跟大
蒜、 大米、 银器一起煮， 后者的颜
色并不会改变。

“经验”三 生虫、 生蛆的蘑菇
没毒

【真相】 很多昆虫、 动物对毒素
的吸收与作用与人是不一样的。 如
剧毒的鹅膏菌成熟腐烂后很容易生
虫、 生蛆， 用它喂养小白鼠， 小白

鼠不会中毒， 但人服食后就会中毒。
“经验”四 受伤变色或者有分

泌物的蘑菇有毒
【真相】 受伤后变色或有分泌

物流出是很多科属， 如牛肝菌科、
红菇科的一个特征， 但这两个科属
的很多蘑菇种类都是可以食用的。

“经验”五 长在潮湿处的蘑菇
有毒 长在干燥清洁地方的蘑菇无毒

【真相】 蘑菇是否有毒与生长
环境没有关系。

“经验”六 同一地点采摘的蘑
菇毒性不会变化

【真相】 曾有一起中毒案例，
中毒者一年前在某地采摘了大白
鹅膏 （可食）， 第二年在同一地方
采到的却是欧式鹅膏 （剧毒）， 两
者外形相似， 生长地方相同， 但一
个有毒， 一个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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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蘑菇种类繁多， 目前已知的有
400 多种， 主要是一些含鹅膏毒素
的剧毒种类以及亚稀褶红菇， 前者

会引起严重的急性肝损害， 后者会
引起横纹肌溶解。 老百姓切不可凭
自己的 “经验” 判断野蘑菇是否有
毒， 尤其是以下几条。

“经验”一 颜色鲜艳的蘑菇有
毒 灰白色的没毒

【真相】 一些剧毒蘑菇， 如灰花
纹鹅膏、 亚稀褶红菇是灰色的， 而致
命的鹅膏、 裂皮鹅膏都是纯白色的。

“经验”二 蘑菇跟大蒜、 大米、
银器一起煮， 如果没变色就没毒

【真相】 一些剧毒蘑菇跟大
蒜、 大米、 银器一起煮， 后者的颜
色并不会改变。

“经验”三 生虫、 生蛆的蘑菇
没毒

【真相】 很多昆虫、 动物对毒素
的吸收与作用与人是不一样的。 如
剧毒的鹅膏菌成熟腐烂后很容易生
虫、 生蛆， 用它喂养小白鼠， 小白

鼠不会中毒， 但人服食后就会中毒。
“经验”四 受伤变色或者有分

泌物的蘑菇有毒
【真相】 受伤后变色或有分泌

物流出是很多科属， 如牛肝菌科、
红菇科的一个特征， 但这两个科属
的很多蘑菇种类都是可以食用的。

“经验”五 长在潮湿处的蘑菇
有毒 长在干燥清洁地方的蘑菇无毒

【真相】 蘑菇是否有毒与生长
环境没有关系。

“经验”六 同一地点采摘的蘑
菇毒性不会变化

【真相】 曾有一起中毒案例，
中毒者一年前在某地采摘了大白
鹅膏 （可食）， 第二年在同一地方
采到的却是欧式鹅膏 （剧毒）， 两
者外形相似， 生长地方相同， 但一
个有毒， 一个无毒。

通讯员 宁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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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恢复， 经过 5 天的救治， 各项
指标开始好转， 脱离生命危险。

科室副主任医师肖东华介绍，
每年的 5~9 月雨水充沛， 野生蘑菇
多， 是蘑菇中毒的高发期。 若误食
了有毒的野蘑菇， 轻者出现腹痛、
腹泻等胃肠道反应， 重者可出现多
脏器功能衰竭， 甚至丧命。 湖南省
毒蘑菇种类繁多， 目前已知的有
400 多种， 主要是一些含鹅膏毒素
的剧毒种类以及亚稀褶红菇， 前者

会引起严重的急性肝损害， 后者会
引起横纹肌溶解。 老百姓切不可凭
自己的 “经验” 判断野蘑菇是否有
毒， 尤其是以下几条。

“经验”一 颜色鲜艳的蘑菇有
毒 灰白色的没毒

【真相】 一些剧毒蘑菇， 如灰花
纹鹅膏、 亚稀褶红菇是灰色的， 而致
命的鹅膏、 裂皮鹅膏都是纯白色的。

“经验”二 蘑菇跟大蒜、 大米、
银器一起煮， 如果没变色就没毒

【真相】 一些剧毒蘑菇跟大
蒜、 大米、 银器一起煮， 后者的颜
色并不会改变。

“经验”三 生虫、 生蛆的蘑菇
没毒

【真相】 很多昆虫、 动物对毒素
的吸收与作用与人是不一样的。 如
剧毒的鹅膏菌成熟腐烂后很容易生
虫、 生蛆， 用它喂养小白鼠， 小白

鼠不会中毒， 但人服食后就会中毒。
“经验”四 受伤变色或者有分

泌物的蘑菇有毒
【真相】 受伤后变色或有分泌

物流出是很多科属， 如牛肝菌科、
红菇科的一个特征， 但这两个科属
的很多蘑菇种类都是可以食用的。

“经验”五 长在潮湿处的蘑菇
有毒 长在干燥清洁地方的蘑菇无毒

【真相】 蘑菇是否有毒与生长
环境没有关系。

“经验”六 同一地点采摘的蘑
菇毒性不会变化

【真相】 曾有一起中毒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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