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金叶珍）
近日， 益阳市中心医院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接诊了一位女性患
者王女士 （化名）， 王女士夜
间突然出现耳部不适感， 感觉
活物 “误入” 耳道， 不久后耳
内开始出现疼痛及耳鸣， 自行
掏耳无果后紧急来到益阳市中
心医院就诊。

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值
班的丁医生对王女士进行耳内
镜检查发现， 耳内竟有一只蜈
蚣， 且王女士的耳道已被蜈蚣
抓挠充血。 丁医生为王女士进
行了紧急处理， 在确认小蜈蚣
失去活动能力后， 用专科器械
将其取出。

专家介绍， 异物很容易在
外耳道中存留。 对于植物类异
物， 可偏头， 将患耳朝下， 尝
试脚跟着地的跳跃动作， 依靠
跳跃时的振动及重力作用排出
异物。 对于位于外耳道口易于
夹取的异物， 如棉花球及有棱
角的小玩具， 可使用干洁的小
镊子夹稳后取出。 任何异物都
不推荐掏耳勺及棉花棒掏取异
物， 往往会将异物推向至更深
处。 对于生物性异物及耳道深
部的异物需要及时前往正规的
耳鼻喉科门诊， 由专业医师使
用专业工具取出异物。

对于动物类的异物， 首先
就要避免用手指或者棉棒掏，

刺激虫子往耳朵深处钻， 使鼓
膜受到伤害。 在不确定虫子是
趋光性还是避光性时， 不建议
用手电筒照耳道， 因为喜光的
飞蛾等见光后就可能飞出来，
但如果是蟑螂等怕光的虫子可
能会适得其反； 其次可用双手
捂住耳朵， 张开嘴巴， 避免鼓
膜震伤。 同时可以在耳朵里滴
入食用油或甘油， 过几分钟等
虫子溺死后， 让小虫随着油淌
出来。 或者用酒精先将昆虫淹
死或麻醉， 使其停止活动， 再
用小镊子取出。 如果虫子钻得
太深， 千万不要盲目抠挖， 避
免刺激虫子钻得更深损伤鼓
膜， 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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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小手指 ， 就像触了
电？ 近日， 家住长沙的李先生
和曾女士因为同样的困扰， 先
后来到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就
诊， 经过医院检查， 两人均被
告知是患上了 “腕管综合征”。
该院骨科主任杨红波提醒， 如
果不进行干预， 严重者可导致
肌肉萎缩 ， 影响手的精细动
作。

“我是从事 IT 行业的， 平
时使用电脑比较多， 最近不知
道怎么了， 一用鼠标手指头就
像触电一样， 太影响工作了。”
李先生对此困恼不已。

无独有偶， 每天要操劳家
务的曾女士表示最近时常感到
手指麻木、 针刺一般难受， 自
行贴了几贴膏药， 但接下来几
天， 病情更严重了， 半夜常常
被手麻麻醒。

杨红波介绍， 腕管综合征
是最常见的周围神经卡压性疾
病之一， 它好发于 30~60 岁的
人群， 比如说教师、 鼓手、 程

序员等需要腕部反复用力的
人 ， 通常女性患病率高于男
性。

腕管综合征为何会导致手
麻 ？ 杨红波指出 ， 主要是因
为正中神经支配着拇指 、 食
指、 中指和无名指的上半截，
手腕和手指活动量过大导致
腕管压力增高 ， 进而压迫正
中神经 ， 会引起 手指麻木 、
无力等神经症状 ， 甚至还会
出现 “猿形手 ” ———即拇指
与食指无力 ， 手指不能分开
与并拢等情况。

当怀疑出现腕管综合征
时， 市民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自
查 ： 一是叩击手腕正中的位
置 ， 若感觉手部有触电样感
觉， 并向拇指、 食指和中指窜
痛， 此种表现则称为 “Tinel 阳
性”； 二是双手屈曲 90 度， 手
掌背靠背 ， 两个胳膊保持水
平， 坚持 1 分钟， 如果出现手
指麻木， 则为 “Phalen 阳性”。

杨红波表示， 大部分的腕

管综合征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
缓解， 大多也不用药物。 杨红
波推荐做到以下几点： 1.防寒
保暖。 当环境温度过低时， 要
采取适宜的保暖措施， 保持手
部及手腕的温度， 避免寒性刺
激。 2.劳逸结合。 要避免手部
过劳， 每隔 1~2 小时放松活动
10~15 分钟， 也可以通过按摩
来缓解局部肿胀和疼痛感。 3.
良好姿势。 操作电脑时要保持
良好的姿势， 选择合适的鼠标
键盘， 尽可能放松手腕部位，
避免手腕过度屈曲或背伸。 4.
功能锻炼 。 比如神经滑行练
习， 具体做法是手腕处于中立
位 ， 伸指 ， 轻握拳 ； 伸指伸
腕， 手指并拢背伸状； 每个姿
势保持 5 秒 ， 重复 10 次 ， 练
习次数视患者情况而定。

对于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
患者应该尽快前往正规医院咨
询医生进行手术治疗， 避免造
成不可逆性损伤。

通讯员 罗文砚 刘柏豪

本报讯 （通讯员 王霞） 娄底市 53 岁的张
先生近 5 年来感觉皮肤颜色明显变黑， 以为是
防晒没有做到位。 直到最近 1 个月， 张先生出
现反复恶心、 呕吐等症状， 到湖南省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一病区就诊， 医生发现张先生全身皮
肤颜色黝黑， 背部、 指关节、 乳晕、 牙龈、 舌
黏膜都有明显的色素沉着。 经过诊断， 张先生
被确诊为原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 也称
为 “艾迪生病”。

该院内分泌一病区主任张弛介绍， “艾迪
生病” 是由于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引起的一种
全身性疾病， 表现为血压低、 全身乏力、 皮肤
及黏膜色素沉着等。 典型的 “艾迪生病”， 由
于肾上腺的破坏， 会发生肾上腺分泌的糖皮质
激素及盐皮质激素缺乏的临床表现， 出现乏
力、 纳差、 恶心、 低血压、 低血糖等症状， 由
于皮质醇的分泌减少， 反馈性引起 ACTH 及
黑素细胞刺激素 （MSH） 释放增多， 从而出现
最具特征的表现即皮肤粘膜色素沉着。

本报讯 （通讯员 梁沥丹 彭弦） 刘先生自
出生起就被右颈肩部上肢腋窝胸壁肿块所困扰，
病情愈演愈烈。 近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多科
协作为刘先生完成高难度 “先天性淋巴管畸形
手术”， 解决了困扰刘先生 43 年的 “大麻烦”。

刘先生自出生起， 右侧颈根部、 锁骨区、
肩胛区、 腋窝、 侧胸壁便都有巨大肿块， 43 年
累积下来， 右上肢自肩关节以下肢体僵硬畸形，
右手腕部、 肘部、 肩部运动功能丧失。 入院时，
刘先生腋下肿块皮肤破溃， 大量脓汁溢出。

手术由该院烧伤外科张明华教授主刀， 术
中实时监测刘先生心率、 中心静脉压、 有创动
脉血压、 心电图、 血氧饱和度、 麻醉深度等生
命体征， 严格注意术中保温， 术中患者生命体
征平稳， 历经 8 小时顺利完成手术。

本报讯 （通讯员 邓婕 朱文青） 8 岁多的
男童睿睿 （化名） 半个月前突然出现不明原因
的呕吐， 家人以为是患了急性肠胃炎， 让他口
服了针对胃肠炎的药， 但是睿睿症状没有缓
解， 一天后开始出现走路姿势异常、 步态不
稳， 就像鸭子走路一样。 家人赶紧带着他来到
长沙市中心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
院） 儿科就诊。

住院后睿睿的病情持续加重， 不到两天的
时间睿睿已不能自己行走， 甚至站立不稳， 频
繁呕吐， 并且出现了明显的头晕症状。 儿科医
护人员通过绿色通道快速完成各项检查， 并且
组织了全院专家大会诊， 实施多学科诊疗， 最
终找到了睿睿的病因， 诊断为抗 GQ1b 抗体综
合征。 医疗团队采取实时监测生命体征、 抗
炎、 调节免疫、 鼻空肠管营养支持等治疗手
段， 让睿睿从频繁呕吐、 不能行走， 甚至不能
自行站立的状态， 逐渐恢复至能独立行走， 不
再呕吐。

该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张小佛介绍 ， 抗
GQ1b 抗体综合征是由空肠弯曲菌、 流感嗜血
杆菌等病原微生物感染 ， 诱导机体产生抗
GQ1b 抗体， 随后与动眼神经、 滑车神经等处
的 GQ1b 抗原结合， 从而导致中枢和周围神经
系统病变的自身免疫性连续性疾病谱。

������� 9 月 20 日是我国第
34 个“全国爱牙日”， 郴
州市汝城县中医医院开展
2022 年“‘全国爱牙日’
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 活
动， 该院口腔科医务人员
围绕牙齿的结构、 牙齿护
理等内容， 为 200 余名幼
儿园小朋友讲解了口腔结
构、 龋齿形成和预防等保
健知识， 还演示了正确的
刷牙方法， 让孩子们从小
养成爱护牙齿的好习惯。
通讯员 朱孝勇 摄影报道

蜈蚣“误入”耳道
专家教您正确处理方法

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