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现代麻醉学的快速发
展， 以及监护设备的不断更新，
麻醉在临床上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 麻醉的有效实施为手术的顺
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临床上， 麻
醉主要分为局部麻醉和全身麻
醉。 对局部麻醉而言， 患者手术
过程中意识清晰， 而全身麻醉对
于大部分人来说就充满了神秘
感。 那么， 患者在全身麻醉后都
发生了什么呢？ 本文就为你揭开
这个神秘的面纱。

全身麻醉的过程主要有麻
醉诱导 、 麻醉维持以及苏醒三
阶段 。 麻醉诱导过程是在阿片
类镇痛药物 、 肌肉松弛药物以
及镇静催眠药物综合作用下 ，
使患者由清醒状态逐渐转为睡
眠状态 。 起初 ， 患者会觉得身
体处于 “飘飘然 ” 状态 ， 之后

四肢相继出现刺痛感以及轻盈
感， 此时麻醉药物发挥作用， 患
者意识全部丧失， 表现出全身肌
肉松弛状态， 自主呼吸消失。 此
时， 麻醉师会对患者展开气管插
管等操作， 通过呼吸机保证患者
氧气供应。

麻醉诱导过后便是麻醉维持
阶段。 因为药物的作用使患者身
体机能以及正常神经传导发生阻
断， 从而大脑以为自身出了问题，
并试图通过一系列基本反射将自
身 “唤醒”。 在此种情形下， 身体
会表现出呼吸节律不均 、 抽搐 、
呕吐以及心律不齐等症状。 但是，
由于麻醉药物的作用， 会对患者
的神经系统信息传导产生阻断 ，
从而导致大脑运转速度呈现出一
定程度减慢， 对于任何神经系统
信号无法接受以及回应， 且不存

在任何记忆保存。 此时， 医生便
开始对患者展开手术治疗。 手术
期间， 麻醉师会对患者的生命体
征严密监测， 就心肺等系列重要
器官工作状态展开认真观察， 对
患者的心率、 血压、 呼吸等生命
体征加以维持， 保证身体内环境
的平衡。

手术完成后， 体内的麻醉药
物效果会逐渐消失 ， 大脑处于
“重启” 阶段， 此时患者便逐渐处
于麻醉苏醒阶段， 自身肌肉功能
以及感知觉均逐渐恢复， 并将患
者送入监护室继续观察。 就患者
的呼吸恢复情况以及患者意识恢
复情况， 麻醉医师展开对应判断，
在最合适时机将气管导管拔除 ，
在其血氧饱和度稳定以及意识清
醒后， 安全送回普通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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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的原因有哪些？
引起中风的原因很多 ，

首先是动脉粥样硬化与高血
压， 这两种疾病是中风最主
要的原因 ， 且这两种原因也
比较常见 。 其次 ， 心脏疾病
是引起脑梗塞的重要原因 ，
在出现房颤或心力衰竭时 ，
血栓会发生脱落 ， 如果随着
血流到达脑动脉后就有可能
出现栓塞 。 第三 ， 颅内血管
出现发育异常 ， 导致动静脉
畸形， 如动脉瘤破裂是引起
青年人脑出血的主要原因 。
最后 ， 在脑血管 、 脑膜受到
炎症侵犯后 ， 可能会引起脑
血管病。

“中风” 的早期识别方法
可以参照 “1-2-0” 三步识别
法 ： “1” 是指 “看一张脸 ，
中风患者会表现为口角歪斜、
鼓腮漏气等； “2” 是指查两
只胳膊 ， 中风患者的两侧胳
膊力量有差别 ， 严重者一侧
不能动； “0” 是指 “聆 （零）
听语言 ， 中风患者会表现为
说话不清楚、 大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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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是胃肠道非常常见的一
种恶性肿瘤 ， 发病率仅次于肺癌 、
胃癌，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直肠癌
的发病部位在乙状结肠直肠交界线
和齿状线之间， 发病人群主要是中
老年人， 严重影响患者的寿命及生
活质量。 那么， 直肠癌的病因、 症
状有哪些？ 又该如何治疗呢？

直肠癌的病因
直肠癌的病因目前尚不是很明

确。 研究发现， 直肠癌的发病与以
下几点有关。 首先， 饮食中缺乏新
鲜蔬菜及纤维素食品， 导致肠蠕动
减慢， 同时摄入了过多的动物蛋白。
其次， 营养摄入不均衡， 同时没有
进行体育锻炼 ， 导致肠粘膜损害 。
除了以上两点以外 ， 研究还发现 ，
直肠癌有一定的遗传性， 也就是说，
如果家族中亲属患有直肠癌， 那么
患直肠癌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属
于直肠癌的高危人群。

直肠癌的症状
直肠癌的早期没有明显症状 ，

随着病情的进展， 患者会逐渐出现
排便习惯、 性状的改变， 如排便次
数增多， 同时伴有腹泻、 便秘交替
和血便， 同时腹痛感非常强烈， 且
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到了直肠癌
晚期， 患者还会出现明显的肛门下
坠感， 总感觉无法排干净粪便。 当
癌肿侵犯邻近器官时， 还会出现癌
细胞的转移。

直肠癌的治疗方法
直肠癌通常以手术治疗为主 ，

并根据肿瘤的不同位置来决定切
除的范围 。 除了手术 ， 直肠癌的
治疗方法还有基因治疗 、 免疫治
疗 、 放化疗等 ， 但目前临床上还
没有形成完备的治疗方案 。 直肠
癌 的 手 术 治 疗 主 要 包 括 Miles 和
Dixon 两种方式 ， 这两种手术方式
的经济成本较低 ， 创口小 ， 恢复
时间快 ， 但患者在术前要积极配
合做好术前准备 ， 术后也要积极
预防并发症。

直肠癌患者在术后康复过程中
还需要确定造口的位置， 这也是一
项十分重要的步骤， 手术之前， 医
生和家属以及直肠癌患者本人需要
共同选择造口位置， 以便患者能够
自己看到并方便护理造口 ， 同时 ，
造口位置的选择也不能够影响到患
者平时的日常生活， 应保证在患者
不同的体位时都能够处理。

术后注意事项
患者术后需要通过饮食、 手术

等多方面的疗法保持肠道通畅， 尤
其是造口患者， 避免因疾病产生自
卑消极情绪。 积极治疗后还需要定
期复查， 防止复发， 半年内尽量避
免重体力劳动， 正视并参与结肠造
口的护理， 用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
对今后的生活， 努力提高生活质量。

湖南省肿瘤医院
消化泌尿内一科 李蓉蓉

直肠癌发病率高
积极治疗防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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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介入治疗效果好
“中风” 又称为脑

卒中， 临床主要包括脑
出血和脑梗塞两种类
型， 两者的发病机制完
全相反， 一个是出血，
一个是缺血。 不论是哪
一种， 其致残率和致死
率均较高， 下面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中风” 的
原因、 介入治疗以及相
关预防措施。

怎样预防中风？
1） 控制好“三高”： “三

高” 是指高血脂、 高血糖、 高
血压， 患者应该尽量将这三方
面指标控制在理想范围内。 2）
保证膳食合理： 日常生活中饮
食应做到清淡、 低钠、 钠盐，
一般来讲， 每天摄入的盐含量
应低于 5 克， 并尽量少摄入动
物性脂肪 ， 可以有效控制血
压， 降低中风概率。 3） 控制
体重： 控制体重不仅可以达到
减肥减脂的效果， 也能实现降
血脂， 降低血液黏稠度， 进而
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 减缓动
脉硬化进程， 减少中风概率。
4） 积极戒烟： 尼古丁会对血
管壁产生一定损伤， 戒烟也可
以有效降低中风风险。 5） 适
当运动： 合理运动可以有效控
制体重， 提高身体素质， 也能
实现对糖尿病、 高血压等疾病
的预防与治疗， 降低中风发生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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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的脑血管介入治疗
临床上， 中风后介入治疗往

往可以获得比单纯药物治疗更好
的效果。 就急性脑梗塞来说， 发
病原因主要是于脑部大血管出现
突然堵塞， 导致病人出现一系列
症状， 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引起生
命体征不稳定、 昏迷， 甚至死亡
等情况。 而介入治疗的有效运用，
可以在堵住的血管中放置支架，
将血栓拉出， 使血管实现重新开
放， 达到缓解病情的作用。

介入治疗过程中， 会在患者
大腿根部位置股动脉插入一根比
较细的导管， 在 X 线的引导下，
将导管送到供应脑部对应血管分
支当中， 将造影剂注射以后对图
像进行记录， 即脑血管造影。 结
合图像能了解脑血管出现的各种
病变， 通过针对性方式制定具体
治疗方案。 具体实施时， 可以运
用神经介入治疗这种比较先进的
手段实现。 当然， 实施介入治疗
过程中， 还需要配合药物治疗，
重视对中风患者血脂、 血压的控
制， 预防疾病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