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晓晴 彭希卓） 长沙市
民鲁女士近日因小龙虾吃了不少苦头———小龙
虾壳呛到她的肺里， 让她咳嗽了半个月。 医生
提醒， 进食小龙虾需注意细嚼慢咽， 避免呛着
及误吸。

半个月前， 鲁女士进食小龙虾后感觉咽喉
处有异物， 且半个月来咳嗽严重。 鲁女士到长
沙市第四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门诊就诊，
检查提示肺部有异物。

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开展病例讨
论， 决定在对症治疗的同时， 予以完善镇静镇
痛下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及镜下治疗。 随后， 团
队为鲁女士施行镇静镇痛下纤维支气管镜下取
异物术。

手术在鲁女士的 “睡眠” 中开展， 手术团
队在其右中间支气管顺利取出小龙虾外壳 2
块， 大小分别为 2 厘米×0.8 厘米、 1 厘米×0.6
厘米。 整个手术过程十分顺利， 术中及术后未
见鲁女士有不良反应， 术后鲁女士症状得到明
显缓解。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媛） 周女士今年 58
岁， 3 月前开始感觉反复腹痛， 以为是常见的
阑尾炎， 每次疼就吃消炎药。 直到疼痛再次来
袭， 为查清楚病因， 周女士来到湖南省直中医
医院胃肠烧伤外科就诊， 病理结果显示竟然是
患了阑尾癌。

医生进行腹腔探查发现， 周女士腹腔内竟
然长满了 “囊泡”。 医生取了样本化验， 病理结
果显示是阑尾癌。 胃肠烧伤外科专家团队为周
女士行了右半结肠切除术， 术后又进行了两次
腹腔热灌注化疗， 目前周女士已顺利康复出院。

胃肠烧伤外科专家介绍， 阑尾癌在临床上
比较少见， 发病原因目前尚不明确， 也没有特
异性症状， 通常表现为右下腹疼痛， 跟阑尾炎
症状十分相似， 多发于 40~50 岁的中年人， 女
性比男性高发。

阑尾总发炎会癌变吗？ 胃肠烧伤外科专家
表示， 大家不必为此担忧， 因为阑尾炎并不是
阑尾癌的高危因素， 阑尾炎跟阑尾癌是两种不
同的病， 只是都发生在阑尾、 疼痛症状相似而
已， 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需要提醒的是， 部分阑尾癌患者会合并阑
尾炎， 所以出现右下腹疼痛时， 应及时到医院
就诊， 早就医、 早治疗是避免阑尾癌被漏诊的
关键。

本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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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衡阳常宁市的 11 岁
小男孩方一 （化名）， 1 个月前
因左足第 5 趾骨骨折、 左侧腓
总神经损伤造成左踝关节活动
受限， 到常宁市中医医院骨伤
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

据该院骨伤康复科主任 、
副主任医师胡湘玲介绍， 方一
入院时， 检查发现左踝关节活
动受限 ， 左足下垂 ， 内翻畸
形、 小腿前外侧、 外踝、 足背
外侧面的皮肤感觉障碍、 且股
四头肌小腿三头肌均有肌肉萎
缩。 中医诊断为骨折病、 气滞
血瘀证。 西医诊断： 左足第 5
趾骨骨折 、 左踝关节运动障
碍、 左腓总神经损伤。

针对这一病情， 方一主治
医师王云枫和康复治疗师周婵
在治疗上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
治疗， 康复治疗上予以电刺激、
针灸、 中药局部蜡疗、 左踝关
节松动训练、 肌力训练、 步态
训练、 以及冰刺激快速擦刷促
进感觉恢复， 配合口服 “益气
温经， 活血通络” 的黄芪桂枝
五物汤中药加减治疗， 同时口
服营养神经、 舒筋活血药物。
在医生的系统治疗两周后， 方

一有了明显的进步， 经过一个
月的康复治疗， 方一左脚完全
恢复正常， 左踝关节活动自如，
并且能下地正常行走。

外伤是其主要发病原因
据康复治疗师周婵介绍 ，

由于腓总神经在腓骨颈部， 位
置表浅， 周围软组织少， 移动
差， 易受损， 所以外伤是导致
该病的主要原因。 临床表现为，
小腿前外侧伸肌麻痹， 出现足
背屈、 外翻功能障碍， 呈足下
垂畸形。 以及伸拇、 伸趾功能
丧失， 呈屈曲状态， 和小腿前
外侧和足背前、 内侧感觉障碍。

中医药治疗效果好
从临床经验看， 腓总神经

损伤的治疗一般需要 3 个月甚
至 1 年左右的时间。 西医一般
采用 “神经探查松解术” 手术
治疗方法来切除神经周围的瘢
痕并切开神经外膜行松解 。
“这次我们是采用现代康复手
段与中医传统康复相结合治疗
手段， 予以康复训练、 物理因
子治疗 ， 配合针灸 、 穴位注
射、 中药局部外敷， 口服药物
营养神经， 辨证内服中药等治

疗方法， 来促进神经功能的恢
复， 腓总神经损伤一般康复时
间都在 3 个月以上， 我们用 1
个月时间就让方一完全康复，
达到如此好的理想效果， 这确
实是我们没想到的。” 胡湘玲
介绍说。

饮食上的禁忌

腓总神经损伤因为治疗周
期长， 所以患者在饮食上尽量注
意吃一些对疾病康复有帮助的食
品。 一是平时要常吃富含胆碱、
维生素 B12 的食物， 如豆制品、
蛋类、 花生、 核桃、 鱼类、 肉
类、 燕麦、 小米、 海带、 红腐
乳、 臭豆腐、 大白菜和萝卜等。
二是多喝水， 多吃水果、 蔬莱。
多吃水果、 蔬菜、 核果、 种子、
谷类等有益的食物。 三是清淡营
养丰富的食物， 如桂圆大枣汤、
瘦肉、 鸡蛋、 鱼等， 因为此类患
者多阴血不足； 而对那些形体肥
胖者， 则宜给予清淡饮食， 多食
新鲜蔬菜、 水果， 如芹菜、 豆
芽、 黄瓜、 香蕉、 桔子等。 最后
是不要喝咖啡、 汽水等刺激物，
更不能抽烟。

本报通讯员 吴超辉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近日开展了
第二届“全院清洁日” 活动。 一大早，
院领导、 党总支书记， 职能部门、 临
床科室主任带头， 围绕办公区域、 就
诊区域、 住院区域等公共场所积极开
展清洁行动， 力争所有区域合理布局
无杂物， 各类仪器、 设备、 物品摆放
定点、 有序， 墙壁、 地面、 天花板和
所有物品表面无灰尘、 无污渍。

通讯员 盛丽娟 摄影报道

常宁市中医医院骨伤康复科

中西结合治疗腓总神经损伤效果好

“全院清洁日”活动

������大部分人了解急性心肌梗死是
可以引起胸痛的致命性疾病， 但少
有人知道灾难性的心血管急性主动
脉夹层实际比心梗更凶险， 它发病
急骤、 破裂的风险极高， 发病 2 天
内 病 死 率 达 50% 、 一 周 内 超 过
68%。

急性主动脉夹层是指从出现症
状到诊断在 14 天内的夹层。 主动
脉夹层是由于各种原因 （如高血
压、 动脉粥样硬化、 遗传结缔组织
病等） 造成主动脉管壁内膜撕裂，
腔内的血液通过内膜破口进入主动
脉壁中层导致原本紧密贴合的管壁
发生分离而形成夹层血肿， 血流沿
主动脉长轴方向扩展致使主动脉腔

被分割成真假两腔， 如果血流冲破
外膜， 就会导致主动脉血管完全破
裂危及生命。

剧烈胸痛是急性主动脉夹层最
主要且常见的症状 ， 超过 80%患
者会突然出现前胸或胸背部剧烈的
撕裂样或刀割样痛， 疼痛可以沿着
主动脉走行方向传导， 甚至转移到
腹部或下腹部 ， 患者多伴烦躁不
安、 大汗淋漓。 主动脉夹层常常会
累及其分支动脉， 导致分支动脉供
血的重要器官如大脑、 冠状动脉、
腹腔内脏和肢体等器官灌装不良的
多样化临床症状。

如主动脉夹层累及一侧髂总
动脉 ， 可以导致该侧肢体灌注不

良而出现疼痛乏力 ； 夹层如波及
腹主动脉及其分支 ， 可出现急性
腹痛等内脏缺血表现 ； 夹层如波
及头臂干或左颈总动脉 ， 可出现
头晕 、 偏瘫 、 晕厥缺血性脑中风
的表现 ； 夹层如波及冠状动脉可
出现心脏灌注不良表现 ， 严重 、
持续的缺血可导致心肌细胞坏死
而出现胸痛 、 胸闷 、 呼吸困难甚
至急性心梗 。 这时 ， 急性心梗的
症状可以掩盖原发夹层的表现 ，
从而使患者的临床情况变得更复
杂。 患者一旦发生夹层急性破裂，
主动脉内的高压动脉血 （如同高
压水枪 ） 可以快速进入胸腔 、 腹
腔 、 心包腔而出现失血性休克 、

心包填塞甚至猝死。
主动脉夹层的早预防 、 早诊

断、 早期治疗是保障这类患者生命
安全和生存质量的关键。 高血压、
动脉粥样硬化是发生主动脉夹层的
主要原因 ， 65%~75%的主动脉夹
层病人合并高血压， 所以有效治疗
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对于防控本
病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高血压高危
患者在注意低盐低脂饮食的同时，
一定要遵医嘱规律服药， 不可随意
停药。 一旦临床医生怀疑主动脉夹
层， 患者及家属一定要高度重视，
积极配合医生的检查和治疗。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急诊医学
副主任医师 黄艳娟

急性主动脉夹层比心梗更凶险灾难性心血管急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