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23日， 在永州市江永县潇浦镇起跑线幼儿园， 老师正
在对教室内外和娱乐设施进行消毒。 春季新学期开学在即， 该
县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开展校园消毒防疫工作， 营造安全卫生
的校园环境。 通讯员 田如瑞 摄影报道

校园消毒迎开学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元知）
日前 ，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发
出 通 报 ， 对 全 省 14 个 市 州
2020 年度卫生健康重点工作
目标管理考核情况予以通报 ，
湘潭市卫生健康委获评 “优
秀单位”。

2020 年， 湘潭市卫生健康
系统团结一心， 真抓实干， 打
赢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健康扶贫攻坚战， 成功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 医联体、 信息化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分别获得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表彰和国家
卫健委推介； 医改工作及公共
卫生防治体系补短板工作在国
务院大督查、 省政府重点工作
督查中获经验推介， 各项成绩
的取得， 持续推动了卫健事业
高质量发展。

本报专访

凶险肺栓塞

������本报讯 （通讯员 易代骄 石荣） 49 岁
的梁女士平时工作时间长， 经常在办公室
一坐就是一整天。 不曾想竟引发肺动脉栓
塞， 凶险异常， 差点被夺去生命。 幸而，
经溶栓等系统规范治疗， 终于转危为安。

半个多月前， 梁女士突然无明显诱
因出现咳嗽、 咳痰， 还出现两次痰中带
血咯血 ， 间断有气促不适 ， 因为咯血 ，
呼吸困难没有持续 ， 当时未予以重视 。
几天前梁女士突然感觉气促症状加重 、
不能呼吸、 头晕厉害， 被救护车紧急送
至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 该
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曾祥伯会诊后
诊断梁女士为 “急性大面积肺动脉栓
塞”， 立即将其收治进了呼吸与危重症监
护室治疗。

曾祥伯介绍， 肺栓塞是指各种栓子阻
塞肺动脉或其分支为其发病原因的一组疾
病或临床综合征的总称， 包括肺血栓栓塞
症、 脂肪栓塞综合征、 羊水栓塞、 空气栓
塞等。 肺栓塞的常见症状有呼吸困难、 胸
痛、 咯血、 干咳、 晕厥等， 严重者可发生
休克或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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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刘是位读大一的男生， 近
两个月来 ， 他有一桩 “难言之
隐”： 全身皮肤瘙痒， 晚上睡觉
的时候尤其剧烈， 除全身起皮疹
外， 在阴囊皮肤、 阴茎包皮上还
出现了几个大坨。 瘙痒难忍时，
经常在被窝里偷偷搔抓。

近日痒得觉都睡不好， 小刘
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就诊， 该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刘朝圣接诊后发现： 小刘的胸腹
部、 大腿内侧、 双手部分指缝有
较多针头或小米大小的丘疹、 丘
疱疹， 在阴囊、 龟头、 阴茎等处
可见 4~5 粒约黄豆大小的暗红色
结节。 经询问病史， 小刘同宿舍
的室友也有类似皮肤瘙痒情况。
综合症状和皮损特点， 刘朝圣诊
断小刘为疥疮， 经规范用药 2 周
后复诊， 小刘的疥疮完全治愈。

刘朝圣介绍， 疥疮作为皮肤
科常见的具有强烈传染性的寄生
虫类皮肤病 ， 随着卫生条件改
善， 发病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大面
积流行， 但局部集体感染的情况
还是屡见不鲜。 住集体宿舍， 尤
其是住校学生是疥疮的高发群

体， 现在正值开学季， 刘朝圣提
醒住校学生一定要讲究个人卫
生， 勤洗澡、 勤换衣服被褥， 不
要互穿衣物。

三个特点“认清” 疥疮

疥疮在临床上很容易被误诊
为湿疹， 尤其是医生如果问诊不
仔细， 没有注意到病史和皮疹特
征的情况下误诊率较高。 一般而
言， 疥疮有以下三个方面临床特
点： 一是发病有集体性。 往往同
宿舍室友或家庭成员中有类似病
史， 称为 “窝犯”， 因此临床上
要特别加以询问。 二是瘙痒有时
段性。 皮肤瘙痒是疥疮的主要自
觉症状， 但疥疮的瘙痒特点是遇
热加重， 夜间为甚， 尤其是在睡
觉前的 15~30 分钟之内， 也就是
睡热被窝后的半小时内。 三是皮
疹有部位性。 疥疮主要由人疥螨
引起， 疥螨容易侵犯皮肤薄嫩部
位， 如指缝、 手腕、 前臂屈侧、
肘窝 、 腋窝 、 脐周 、 腹壁等部
位， 男性患者如果患病时间超过
一个月， 往往在生殖器部位有较
大的暗红色、 独立分布的结节，

称为 “疥疮结节”。 这是疥疮和
湿疹鉴别诊断的重要特点。

四个要点规范治疗疥疮

疥疮确诊后， 目前治疗的主
要药物是外用硫磺软膏杀虫止
痒 。 而使用硫磺软膏治疗疥疮
时 ，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
用 ， 注意用药方法 。 刘朝圣特
别提醒以下几点用药须知： 1.药
物浓度 。 成人一般用 10%硫软
膏， 儿童及婴幼儿用 5%浓度 ；
2.用药部位。 疥疮治疗主张全身
大面积用药 ， 一般要求从颈部
以下 ， 足踝以上擦遍全身 ， 注
意不要遗漏皮肤皱襞处 、 肛门
周围和指甲的边缘 。 3.用药周
期 。 建议每日 1~2 次外用 ， 连
续 3 天为一疗程 （因为疥螨的
繁殖产卵周期为 3 天）， 连续 2~
3 个疗程 。 疗程用药期间不洗
澡， 不更衣， 以保持药效。 4.注
意个人卫生 。 建议从确诊疥疮
用药开始， 每周换洗一次床单、
被套 ， 尽量在阳光下晒干 ， 连
续 3 周。 每 3 天更换一次衣物，
贴身衣服用开水烫洗。

������本报讯 （通讯员 胡琴 王
芬） 宁乡 74 岁的彭爷爷因为
听信民间偏方， 一次性吃了 2
个生鱼胆， 导致中毒、 急性肝
衰竭， 差点丢了性命， 在湖南
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经过抢
救才脱险， 2 月 24 日康复出
院。

入院检查医生发现， 彭爷
爷已经出现了肝衰竭， 损害程
度严重， 同时伴有肾功能损伤
和心肌损伤 ， 诊断为鱼胆中
毒 、 急性肝衰竭 、 急性肾损
伤。 由于鱼胆中毒没有特效解
毒药， 需紧急床旁血液净化。
重症医学科医护团队紧密协
作， 立即为彭爷爷建立血滤置
管通路， 进行床旁血液灌流治
疗， 清除进入血循环的毒素，
同时给予护肝、 利尿、 补液、
改善代谢、 营养支持等治疗 4
天， 最终彭爷爷化险为夷。

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周煦
介绍， 鱼胆的胆汁含胆酸、 牛
黄胆酸、 牛黄去氧胆酸、 氢氰
酸等不同的毒素， 中毒者通常
最早出现消化道症状 ， 如恶
心、 呕吐、 腹痛、 腹泻等。 周
煦提醒， 鱼胆不可食用， 应理
性对待民间偏方和民间习俗，
以免危害身体健康。

老人锯枯树

������本报讯 （通讯员 梁敏 符晴） 家住长
沙大托镇 65 岁的刘大爷前几天趁天气好
修整自家门外枯树时， 不慎被锯断的树干
弹伤面部及右眼， 伤后面部剧烈疼痛流血
伴右眼视力骤降， 在村医简单包扎后被紧
急送入长沙市中心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长
沙中心医院） 急诊科。

经检查， 刘大爷系右眼球破裂伤、 舌
挫裂伤， 随后在该院多科合力救治下， 经
过多科室四个多小时合力手术， 进行得很
顺利， 术后刘大爷转到重症医学科进一步
治疗和观察。

未坐安全椅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媛 孙兆敏 刘美
华） “把孩子抱在怀里更安全。” 许多驾
车出行的家长都这么认为， 殊不知， 如此
举动非常危险。 湖南省儿童医院重症医学
一科几天前就来了一位因车祸严重受伤的
3 月龄小患者童童 （化名）， 脑室出血、
硬膜下积液、 头皮血肿、 颞骨骨折……这
些伤害， 全因没有坐安全座椅导致。

该院重症医学一科主任张新萍表示，
在乘车过程中， 儿童使用成人安全带、 家
长怀抱婴儿、 儿童躺在后排座椅上等方式
仍是现在的普遍乘车方式。 这些认知误区
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很多家长认为 “把孩
子抱在怀里更安全” “让孩子和大人一起
坐在副驾驶座， 更方便照看” 等等， 可这
恰巧是最危险的乘车方式， 即使车速只有
20 千米/小时， 若汽车发生碰撞， 家长也
无法保护住孩子， 还会在背后挤压孩子，
使怀中的孩子成为家长的 “人肉气囊”。
儿童安全座椅可以在意外发生时， 有效地
约束孩子的身体， 并对孩子的头、 颈部等
重要部位提供更好的保护， 大幅度降低儿
童在意外事故中的伤害。

开学季到了
住校生防疥疮来袭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陈双

湘潭市卫生健康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