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汤显
靖 唐梦辉） 李同学今年上
高二， 学习成绩优异， 是
众人眼中的好孩子。 然而
近几个月以来， 李同学突
然变 “叛逆” 了： 烦躁易
怒、 失眠， 对学习的兴趣
下降， 成绩明显下滑 。 排
除 了 早 恋 、 玩 游 戏 等 因
素， 家长带着他去看心理
门诊，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
心理辅导 ， 收效甚微……
近日， 李同学的妈妈林女
士听说长沙市第三医院开
设了功能神经门诊， 带着
李 同 学 过 来 看 诊 后 才 确
诊， 竟是因为植物神经紊
乱惹的祸。

接诊的该院神经内科
八病室副主任医师段现来
与 李 同 学 进 行 了 深 入 交

流 ， 对他的病史 、 症状 、
体征等进行综合评估 ， 予
以 针 对 性 心 脑 功 能 检 测
（脑电图、 心电图） 等， 明
确李同学存在严重的植物
（自主） 神经功能紊乱、 焦
虑及睡眠障碍等 。 段现来
解释， 植物神经紊乱是因
为长期的精神紧张 、 心理
压力过大、 以及精神受到
刺激后引起的一组症候群，
也称自主神经功能紊乱。

段现来针对性地对李
同学予以物理 （音乐疗法、
高压氧治疗等）、 化学及生
物调控等神经调控干预治
疗。 半个月后 ， 林女士惊
喜地发现儿子变了 ： 没那
么大的脾气了 ， 睡眠也好
多了， 学习成绩有了显著
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思雨 罗佳艺）
55 岁的张女士十几年前就出现了头痛
的毛病， 头痛一旦发作， 像刀割、 雷劈
一样。 头痛常常累及眼部不适， 严重时
甚至还会呕吐。 近日， 张女士来到湖南
省胸科医院康复治疗中心进行中医治
疗， 康复治疗中心 （疼痛科） 副主任医
师张志明经过详细的问诊和精准评估
后， 考虑张女士头痛不是头部引起的问
题， 而是常年不良姿势导致的颈源性头
痛。

“颈源性头痛患者多数为女性， 常
发生在 20~60 岁左右年纪。 随病程进
展， 疼痛逐渐加重， 寒冷、 劳累、 饮
酒、 情绪激动都可诱发疼痛加重。” 张
志明介绍， 颈源性头痛首先发生于颈椎
部位， 随之扩散至额、 颞及眼眶部， 颈
部活动或劳累及处于不良姿势时可加重
头痛。 病程较长者工作效率下降、 注意
力和记忆力降低， 情绪低落、 烦躁， 给
生活和工作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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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岁的张女士， 最近几天
两条小腿内侧皮肤发痒， 特别是
晚上尤其明显， 睡觉都睡不好，
搔抓后还出现大片抓痕、 血痂。
张女士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皮肤科门诊就诊， 该科
医师根据她的病情和症状， 诊断
其为瘙痒症， 因烤火导致皮肤干
燥诱发。

近日， 湖南受冷空气影响，
气温下降， 大家纷纷搬出各类取
暖器对抗严寒， 因烤火诱发的瘙
痒症患者也有所增加。 应该怎么
去预防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席建元教授
进行了详细介绍。

席建元介绍， 瘙痒症是指临
床上仅有瘙痒症状而无原发性皮
肤损害的皮肤性病， 是冬季常见
病、 多发病， 多见于老年人， 但
近年来患病人群逐渐出现年轻化

趋势。
瘙痒症中医病名为风瘙痒，

多与风邪相关。 风邪或外感或内
生 ， 风与气血相博 ， 内不得疏
泄 ， 外不得透达 ， 郁于皮肤腠
理， 往来皮肤之间而引起瘙痒。

瘙痒症患者瘙痒剧烈， 每次
可持续数小时， 尤以夜间为甚，
皮肤常被抓破出血， 感觉疼痛才
痒止。

瘙痒症与皮肤屏障受损关系
密切， 一旦皮肤屏障功能受损，
对内无法锁住水分， 对外无法抵
御微生物及化学物的侵袭， 从而
导致种种瘙痒性疾病。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中老年人
皮肤退行性变， 皮肤分泌机能减
退， 表现为皮肤萎缩变薄； 皮肤
屏障功能减退， 含水量降低， 皮
脂腺及汗腺分泌减少， 皮肤干燥，
失去润滑保护作用， 加上冬季寒

冷干燥， 皮肤血管收缩， 分泌功
能进一步下降， 人体皮肤也变得
干涩， 甚至角质层脱落， 使皮内
神经末梢更容易受刺激而发痒。

怎么预防瘙痒症？ 席建元提
醒大家， 首先需做到正确沐浴。
老年人、 皮肤干燥的中青年人、
儿童以及湿疹患者沐浴不宜频
繁， 建议 3 天沐浴一次， 沐浴时
长 5~10 分钟即可， 水温控制在
38℃~40℃， 尽量不使用沐浴露
或香皂 ， 沐浴后及时涂抹润肤
露， 锁住皮肤水分。 其次合理
饮食， 多食蔬菜水果， 补充水分
和维生素； 还可针对性多食用滋
阴以及油脂丰富的食物， 如： 银
耳、 蜂蜜、 牛奶、 芝麻、 核桃、
红枣等。 另外， 秋冬贴身衣物尽
量选择纯棉制品， 衣着适量及时
增减衣物， 避免过冷或过热。

本报通讯员 马乐 陈双

������本报讯 （通讯员 覃业浓） “搭帮常
德市第二人民医院奋力抢救， 我们母子才
化险为夷。” 12 月 17 日， 二胎妈妈小芳
带着刚出生的孩子顺利出院时感激地说。

几天前， 已经孕足月的小芳准备出去
散步时， 突然感觉下身一股暖流控制不住
地从身体里倾泻而出， 她心想 “羊水破
了”， 顺势低头一看， 却发现是一片血泊。
小芳立即拨打了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急
救电话， 该院急诊科马上将小芳接到了医
院， 妇产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邱捷查看
后考虑为孕产妇危急重症-胎盘早剥， 该
病发展迅猛， 若处理不及时可危及母子生
命。 该院急诊科、 妇产科、 检验科、 麻醉
手术科开通绿色通道， 为小芳以最快的速
度完成术前准备、 备血， 然后进入手术
室。 邱捷和副主任医师张书婵通力合作，
切开子宫后， 见宫腔内为血性羊水及大量
血凝块， 证实为胎盘早剥。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志杰 秦璐） 众所
周知， 带状疱疹会让人感到疼痛难忍。 可
是 89 岁的吴爷爷 （化名） 却因为没有疼痛
的感觉， 误把身上的红色丘疹当皮炎治。
近日， 在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老年
医学科， 医生找到了吴爷爷 “无痛性” 带
状疱疹的原因。 原来老人是多年的糖尿病
患者， 因为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的并
发症， 导致身体对痛觉敏感度减低， 因而
“被骗”。 予以及时抗病毒、 营养神经治疗
后， 吴爷爷的皮疹开始逐渐消退。

该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 主任医师陈
伟表示， 吴爷爷有 20 余年的糖尿病病史，
3 年前就出现了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的并发症， 这种并发症会导致人体的痛觉
和温感缺失， 使其对疼痛、 温度不敏感，
很容易导致被烫伤、 烧伤、 冻伤等情况，
也会令一些疾病的早期症状变得不典型，
容易被误诊。

������本报讯 （通讯员 粟青梅） 家住长沙县
的李奶奶今年 72 岁， 3 个月前在长沙市中
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查胸部 CT 提
示右上肺结节， 大小约 2 厘米， 给予抗炎
治疗后， 复查结节影像变化不明显， 近日
该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艾正华会诊后认为
肺癌可能性大， 建议行微创胸腔镜手术。

考虑到李奶奶患有冠心病和糖尿病，
胸外科团队为其制定了周密的治疗方案。
经过完善术前准备， 艾正华主刀， 采用胸
腔镜微创手术， 术中首先精准楔形切除病
灶， 快速病理结果提示浸润性腺癌， 随后
进行肺癌根治术， 切除右上肺叶， 并进行
淋巴结清扫。

艾正华介绍， 肺结节并不等于肺癌或
者早期肺癌， 无需过多焦虑， 但也不能置
之不理。 肺结节的性质和结节的形状相
关， 如果结节有分叶、 毛刺、 胸膜牵拉、
血管征、 空泡征等， 临床医生会考虑恶性
倾向； 如果结节边界光滑， 有钙化等， 则
多考虑为良性病变。

�������近日， 长沙县星沙医院医
护人员来到该县金茂路社区开
展慢性病社会因素调查工作。
家庭医生团队通过问卷调查和
医学体检为调查对象开展义诊
活动， 进行血压、 血糖、 血脂
等检测， 分年龄段进行慢性病
的全面筛查。 此次社会因素调
查已覆盖 4 个社区共 160 余户
家庭。

通讯员 刘亚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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