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夏子荷） 1 月
18 日， 68 岁的糖尿病患者谢先生手
拿着一面写有 “仁心仁术 医德高
尚” 的锦旗来到邵阳市中心医院东
院内分泌科， 感谢该院医护人员的
悉心照顾， 让他避免了截肢的风险。

谢先生于去年 10 月泡脚后出
现右足第二、 三足趾关节处水泡，
后自行戳破。 因未到医院清创换
药、 抗感染， 且血糖控制不佳， 伤
口逐渐出现溃烂、 红肿、 疼痛， 当
地医院诊断为糖尿病足， 住院 10
余天， 予以对症支持治疗， 足部溃
疡无好转， 主管医师建议截肢。

为求进一步治疗， 谢先生转至
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内分泌科。 在
治疗期间， 经过每日清创换药、 修
复创面、 抗感染、 控制血糖、 改善
血运等对症支持治疗， 谢先生足部
伤口明显好转， 无需截肢， 于近日
顺利出院。

该院内分泌科主任刘辉文建议
糖友们泡脚温度在 37℃左右 （低
于 40℃）， 洗脚 5～10 分钟， 不宜
长时间泡脚。 双脚洗净后用柔软、
吸水、 浅色毛巾擦干 ， 皮肤干燥
者， 每次洗脚后涂抹润肤霜， 但要
避开足趾缝间。 已有足部干裂者可
涂抹尿素霜。

������本报讯 （通讯员 贺科） “没
有你们医院的全力救治， 我这条
命就真的没了……非常感谢你
们！” 1 月 25 日， 经历 “生死劫”
的老覃病情趋于平稳， 不断向常
德市第一中医医院的专家们表示
感谢。

1 月 9 日， 59 岁的老覃因突发
胸闷， 出现气喘、 咳嗽， 症状持续
加重， 在女儿的陪同下到当地医院
就诊， 期间老覃反复出现室颤， 医
生先后 6 次除颤并药物控制治疗，
仍不能终止恶性心律失常。 当地
医院联系上级联盟成员单位常德
市第一中医医院， 该院重症医学

科副主任童新勇、 朱学渊了解病情
后确认转运风险极高， 立即上报分
管院领导并果断启动急危重症转
诊绿色通道， 指派 “移动 ICU” 前
往转运患者， 实行 “无缝转运”，
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

1 月 12 日凌晨 2 点， 老覃顺
利转入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 ICU
治疗。 由于老覃既往有风湿性心
脏病多年， 体查口唇发绀， 心脏
彩超提示二 、 三尖瓣重度返流 ，
频发室颤， 病情极度凶险， 随时
可能出现心源性猝死， 该院重症
急救医学部学科带头人、 副院长
李振龙第一时间从家中赶赴病房，

组织对老覃展开紧急救援并置入
临时起搏器。

手术前后老覃多次发作室颤，
急救小组考虑老覃无严重冠心病，
交感风暴系急性心衰导致， 仍有
治疗机会 。 在李振龙的指导下 ，
根据老覃的病情， 急救小组及时
调整了治疗方案 ， 1 月 12 日 16
时 ， 老覃的室颤终于完全终止 。
经过整整 14 个小时的抢救， 老覃
先后经历了 26 次电击除颤、 4 次
心肺复苏， 大剂量抗交感抗心律
失常药物使用， 呼吸机、 CRRT 等
联合治疗， 终于从鬼门关被 “抢”
了回来。

������本报讯 （通讯员 曾黎黎 杨
玲） 50 岁的胡女士 8 年前无意中
摸到自己右边脖子鼓出来一个小
包， 过了一会又摸不到了， 也就没
有在意。 但自那以后， 她经常在吃
饭的过程中脖子突然肿痛不适， 并
且鼓出来的包也逐渐难以消退， 变
得越来越大。 几天前， 胡女士在长
沙市第一医院耳鼻咽喉科完善 B
超、 CT 等相关影像学检查后， 被
确诊为颌下腺导管结石并颌下腺
炎。 目前胡女士已在该院耳鼻喉科
接受了颌下腺导管切开取石术， 术
后恢复良好。

该院耳鼻喉科主任张俊杰介
绍， 颌下腺炎是指因颌下腺导管阻
塞和狭窄而导致颌下腺逆行性炎
症， 该病成年人发病率高， 男性较
多， 男女比为 2:1。 颌下腺导管结
石 （又称涎石） 是导致颌下腺炎的
一个重要因素， 它的存在容易导致
颌下腺分泌的腺液不能及时排出，
导致腺液潴留， 加之腺体比导管开
口位置低， 容易出现逆行性感染。
因此， 积极治疗颌下腺导管结石是
治疗颌下腺炎的一个重要手段。

张俊杰提醒， 预防颌下腺导管
结石的关键是多饮水， 防止涎石的
生成； 如早期结石较小， 可进食酸
性食物， 促进唾液分泌， 结石可顺
唾液排出， 以防止小结石在导管内
沉积并逐渐发展成大结石阻塞导
管； 已明确为导管结石者， 应禁忌
作涎腺造影。

本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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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岁的李大爷平时身体特别
好， 能吃能喝， 每天还坚持打太
极拳。 只是， 他总感觉肚子里有
股 “气”， 而且这股气时不时往下
坠， 偶尔还跑出小肚子， 但躺下
来或者揉一下肚子就没事了。 李
大爷的儿子李先生也没在意， 只
是嘱咐父亲要多休息。

可是， 几天前， 李大爷说肚
子好疼， 还呕吐不止， 李先生赶
紧把父亲送到医院， 医生检查后
表示， 李大爷的小肠有一段已经
完全坏死了 ， 幸亏送来得及时 ，
如果再晚一点， 感染加重， 就有
生命危险了。

李先生很惊讶， 怎么父亲的
小肠会突然坏死呢？ 医生告诉他，
这是一种疝气， 叫绞窄性疝， 是
小肠被卡压导致的坏死。 原来李
大爷平时说的 “气” 就是疝气。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外科教
授黄耿文介绍， 疝气， 即人体内
某个脏器或组织离开其正常解剖
位置， 通过先天或后天形成的薄
弱点、 缺损或孔隙进入另一部位，
发生于腹壁的疝最为多见。 腹壁

疝多由于咳嗽、 喷嚏、 用力过度、
腹部肥胖、 用力排便、 妊娠、 小
儿过度啼哭、 老年腹壁强度退行
性变等原因， 引起腹内压增高或
腹壁薄弱引起。

腹壁疝包括腹股沟疝、 切口
疝、 白线疝、 脐疝、 股疝等， 而
其中又以腹股沟疝最常见。 一般
来说， 在 60 岁以上的人群中， 腹
股沟疝气的发病率可以达到 1%~
5%， 男性比女性多见， 而 75 岁
以上老年男性的发病率可达 44％。

腹股沟疝是指腹腔内容物
（最 常 见 为 小 肠 ） 经 腹 股 沟 区
（大腿根部 ） 的腹壁薄弱区突出
形成可复性或不可复性包块。 根
据包块能否回纳入腹腔， 可分为
三种： 一是可复性疝。 是腹股沟
区出现一个可复性肿块， 开始肿
块较小 ， 仅在患者站立 、 劳动 、
行走、 跑步、 剧咳或患儿啼哭时
出现， 平卧或用手压时肿块可自
行回纳 、 消失 。 二是难复性疝 。
指包块不能回纳或不能完全回纳
入腹腔内的腹股沟疝， 此类型疝
的内容物多为大网膜。 三是嵌顿

性疝。 常发生在劳动或排便等腹
内压骤增时。 表现为疝块突然增
大， 并伴有明显疼痛。 平卧或用
手推送肿块不能回纳。 肿块紧张
发硬， 且有明显触痛。 疝一旦嵌
顿， 如不及时处理， 终将成为绞
窄性疝。 一旦发生绞窄性疝， 嵌
顿的肠管时间太久就会发生坏
死， 患者呈持续性剧烈腹痛， 呕
吐频繁， 呕吐物含咖啡样血液或
出现血便； 体温、 脉率、 白细胞
计数渐上升 ， 甚至出现休克体
征， 危及生命。

“成人腹股沟疝不可自愈， 只
有通过外科手术才能获得治愈。”
黄耿文介绍， 腹股沟疝的手术可
分为开放手术和腹腔镜手术两大
类。 开放手术为传统的疝修补手
术， 适用于合并有各种内科疾病
的老年及体弱患者。 腹腔镜疝修
补手术为最近发展起来的新兴术
式 ， 创伤小 、 疼痛轻 、 恢复快 ，
适合于各类腹股沟疝， 尤其是 6
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壮年患者、 复
发疝和双侧疝的患者。

本报通讯员 陈璐

�������为提升预防接种不良反
应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湖南省疾控中心预防医学门
诊部近日特邀湖南省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科张
建伟教授， 就过敏性休克、
心肺复苏、 血管性晕厥、 癔
症等疫苗接种不良反应进行
现场急救知识培训。

通讯员 李谞 易亮 摄影报道

除颤 26 次， 心肺复苏 4 次

疫苗接种异常反应
应急演练

腹壁这种疝气， 可能会要人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