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与健康 责任编辑 秦松
组版 宋雪琴 2018年1月2日 星期二6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电话：（0836）2835756 电子信箱：gzrb@gzznews.com

生活在线
SHENGHUOZAIXIANG

防控疾病 共赴小康
州 疾 控 中 心 主 办
http：//www.gzzcdc.org/
健 康 热 线 ：12320

健康论道
JIANGKANGLUNDAO

医者人生
YIZHERENSHENG

大爱书写支医情怀
■李小平

2017年10月27日上午，巴塘县人民
医院外科医生办公室里来了一位被人用
轮椅推进来的老年女性病人，自述“右股
骨骨折术后3个月，突发疼痛、肿胀、行走
困难二天”，得知此事后，成都市第六人民
医院骨外科主治医师任冬立即来到老人
身旁，详细询问病情后，立即行X线片，发
现右侧股骨干粉碎性骨折术后，内固定物
出现了弯曲断裂，骨折出现再次错位。在
交谈中了解到，病人是一位没有儿女的孤
寡老人，平日生活全由旁系的亲戚照顾，3
个月前由于外伤导致右侧股骨干骨折，在
巴塘县人民医院进行了股骨切开复位钢
板内固定术，手术顺利，但是回家以后她
没有按照医生的医嘱每个月来院复查和
按照指导行患肢功能锻炼，同时患者在十
天前没有经过医生允许就擅自下地行走，
致钢板断裂。分析原因可能系骨折尚未
愈合患肢提前负重，反复的应力集中在钢
板某一个点导致钢板疲劳性断裂。

该怎么办呢？家属和病人非常的着
急，任冬医师向病人和家属耐心解释病
情后建议立即住院治疗，并进行二次手

术。可是病人的身体状况相当虚弱，年
龄67岁、患重度贫血、严重的高血压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先天性心脏病、重度
骨质疏松症，并且距离第一次手术不到
3 个月。二次手术风险极大，面对这种
情况，任冬医生没有退缩，而是以医者的
仁心说：“病人身体状况堪忧，遭受了骨
折创伤和手术的巨大打击，身体还未完
全恢复又将面临再一次手术打击，股骨
干骨折手术通常手术时间长，出血量大，
而且再次手术难度远远大于第一次手
术，手术风险极大，但是老人又必须手术
治疗，而且手术越早越好，不然股骨干骨
折后老人长期卧床会导致更多的并发
症，甚至危及生命，为了病人的康复，不
冒风险，没有担当怎么行！”。

任冬医生决定接受挑战，他迅速组织
医疗团队，认真研究手术期的治疗方案。

“一定要尽可能的详细完善术前检查，仔
细评估手术风险，对伴发疾病尽可能进行
治疗，将手术中的风险降到最低。整个手
术必须做好详细计划，在保证手术质量的
同时争取以最短的时间完成手术，把出血
量控制到最小，将手术创伤和麻醉对老人
的打击降到最小！”任冬医生在术前讨论

中讲到。
快速整理好老人的检查资料后，任冬

医师将此疑难重症手术方案向医院领导
做了详细汇报，得到了医院领导的极大重
视和支持，曲珍院长当即表示，要举全院
之力抢救这例危重的骨折病人！为使手
术顺利开展，任冬医师将病情向成都市第
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李伟作了汇报，得到
李伟的强有力的技术指导。

2017年11月2日下午2点，在做好充
分术前准备后，病人被推进了手术室，任
医生带领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医疗团队
和巴塘县人民医院外科医生团队早已在
手术室做好充分准备，下午3点，在核对
好病人信息后，手术开始，任医生熟练地
拿起手术刀开始了手术。术中取出断裂
的钢板后，发现上次的股骨骨折术后骨折
愈合差，骨折仍然粉碎成数个碎块，由于
钢板断裂导致复位丢失，二次手术必须仔
细清除碎骨块中间夹杂的瘢痕组织，打通
两端的骨髓腔才能尽可能促进骨折愈合，
加上老人重度骨质疏松，骨质脆弱，稍微
不注意会造成再次骨折，复位骨折的同时
还要注意保护骨膜组织，增加了手术难
度，因此手法必须轻柔，每一个步骤必须

精细到位，骨折复位后重新在透视下更换
髓内钉进行内固定，取自体髂骨植骨促进
骨折愈合，操作步骤相当繁琐。好在任医
生手术中步骤清晰，技术娴熟，同时边做
手术边向外科医生们讲解手术操作技巧
和注意事项。术中团队配合默契，成都市
第六人民医院放射科主治医师黄雨农负
责手术透视以确认内固定安置到最佳位
置，护士王倩负责手术器械的管理，有节
奏传递各种专业骨科工具，为手术节约大
量宝贵时间，晚上8点手术结束，历时5小
时，全体手术人员早已忘记了疲惫，沉浸
在成功的喜悦中。

术后第二天，任医生带领团队早早的
来到了病床旁，详细检查老人各项指标和
生命体征，精细的调整用药，力求将围手
术期并发症的发生降低到最小，并反复叮
嘱家属加强护理和营养。

经过任医生和全院团队的不懈努力，
患者目前全身情况良好，伤口顺利愈合无
感染，术前的大腿疼痛活动受限症状明显
改善，在主管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开始抬
腿、屈伸膝关节等功能训练。此时的老人
和家属露出了满意的笑脸，老人也将很快
迎来骨折愈合下床正常行走的那一天！

近日，四价 HPV 疫
苗在湖北、广东、云南、河
南等多地上市，掀起疫苗
预约热，也引起许多人的
关注。

这 个 疫 苗 我 能 打
吗？我需要打吗？安全性
如何？预防效果好吗？哪
些人适合接种？四价与二
价的区别在哪儿？

四价HPV疫苗多地上市 这些知识你要知道！

冬季是感冒、呼吸道传染病
高发季节，如何有效进行疾病预
防？有关专家建议，保持房间里
空气流通，饮食中注意营养均衡，
多饮白开水。普通感冒先不要吃
消炎药，只有细菌引起的发热才
需要吃消炎药，必要时可做血常
规判定。

在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的门
诊室，多名儿童因流感发热等症状
前来就诊，等候区全部坐满。社区
医院从早8点开始就陆续有人来
就诊。西宁昆仑西路一家社区医
院护士说，8时30分左右她们医院
的十几张床位已经全满。西宁市

民赵女士带着3岁多的女儿在医
院就诊，她说：“现在天气太干燥，
娃娃的流感比之前好得慢。”

青海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
任医师赵华介绍，近期之所以感
冒病多发，主要是因为冬季温度
较低、气候干燥，很容易造成人体
免疫力下降。记者走访发现，今
年冬季流感比往年持续时间长，
感染的患者也较多。多数都患有
病毒性感冒，伴随着咳嗽、头痛、
发热、咽痛和浑身酸疼等症状。

赵华建议，平时要注意保暖，
同时要有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食物中毒是指摄入了含有有
毒有害物质的食品或者把有毒有
害物质当作食品摄入后出现的急
性亚急性疾病。这是一类经常发
生的疾病，会对人体健康和生命
造成严重损害。

食物中毒的种类
（一）细菌性食物中毒，真菌

中毒。
容易被细菌污染的食物：肉、

鱼、蛋、乳等及其制品，如凉菜、剩
余饭菜等。霉变食物中毒，如霉
变甘蔗等中毒。

（二）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
1、有毒动物组织中毒，如河豚、

贝类及鱼类引起的组胺中毒等。
2、有毒植物中毒，如毒蘑菇，

豆角等中毒。
（三）化学性食物中毒，如重

金属、亚硝酸盐及农药中毒等。
被农药污染的蔬菜、水果，受有毒
藻类污染的海产贝类等。

（四）在某一特定环境下能产
生有毒物质的食品：发芽的马铃
薯；霉变的甘蔗；未加热煮透的豆
浆、芸豆角、杏仁、木薯等。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中毒
主要以细菌性食物中毒多见。另
外，菜豆中毒、豆浆中毒和因误食
有毒有害物质引起的中毒也时有
发生。

食物中毒的特点
1、中毒者在相近时间内均食

用过某种相同的可疑中毒食物，
未食用者不发生中毒，停止食用
该食物后，发病很快停止。

2、潜伏期较短，发病急剧，病
程亦较短。

3、一般无人与人之间的直接
传染。

4、所有中毒者的临床表现基
本相似，一般表现为急性胃肠炎
症状，如腹痛、腹泻、呕吐等。

怎样预防食物中毒
1、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

前便后要洗手。不良的个人卫生
习惯会把致病菌从人体带到食物
上去。比如说，手上沾有致病菌，
再去拿食物，污染了的食物就会
进入消化道，就会引发细菌性食
物中毒，从而引起腹泻。

2、选择新鲜和安全的食品。
购买食品时，要注意查看其感官
性状，是否有腐败变质。尤其是
对小食品，不要只看其花花绿绿
的外表诱人，要查看其生产日期、
保质期，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
许可证号（QS 号）等标识。不能
买过期食品和没有厂名厂址的产
品。否则，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无

法追究。
3、食品在食用前要彻底清

洁。生吃瓜果要洗净。瓜果蔬菜
在生长过程中不仅会沾染病菌、
病毒、寄生虫卵，还有残留的农
药、杀虫剂等，如果不清洗干净，
不仅可能染上疾病，还可能造成
农药中毒。需加热的食物要加热
彻底。如菜豆和豆浆含有皂甙等
毒素，不彻底加热会引起中毒。

4、尽量不吃剩饭菜。如需食
用，应彻底加热。剩饭菜，剩的甜
点心、牛奶等都是细菌的良好培
养基，不彻底加热会引起细菌性
食物中毒。

5、不吃霉变的粮食、甘蔗、花
生米（粒上有霉点），其中的霉菌
毒素会引起中毒。

6、警惕误食有毒有害物质引
起中毒。装有消毒剂、杀虫剂或
鼠药的容器用后一定要妥善处
理，防止用来喝水或误用而引起
中毒。

7、不到没有卫生许可证的小
摊贩处购买食物。

8、饮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
水。不喝生水或不洁净的水。最
好是喝白开水。

9、提倡体育锻炼，增强机体
免疫力，抵御细菌的侵袭。

只要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
认真学习食品卫生知识，掌握一
些预防方法，提高自我卫生意识，
就能最大限度减少食物中毒的风
险度，从而预防食物中毒，保证我
们的身体健康。

食物中毒的处理
1、立即停止供应食用可疑中

毒食物。
2、采用指压咽部等紧急催吐

办法尽快排出毒物。
3、尽快将病人送附近医院救治。
4、马上向所在地的卫生监督

所或防保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报告，同时注意保护好中毒现场，
就地收集和就地封存一切可疑食
品及其原料，禁止转移、销毁。

5、配合卫生部门调查，落实
卫生部门要求采取的各项措施。
常用的预防食品中毒和学校的相
结合。

普通感冒先不要吃消炎药

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一些家长认为，给宝宝吃得
越精细，越有助于宝宝的消化吸
收和成长。医生提醒，这种认识
和做法存在一定片面性，容易给
孩子的牙齿发育埋下隐患。

山西省人民医院口腔科近年
在接诊中发现，六七岁小患儿出
现“双排牙”的现象并不少见。口
腔科副主任医师段春红告诉记

者，这种情况被称作“乳牙滞留”，
即孩子恒牙已萌出，乳牙尚未脱
落。“乳牙滞留”可引起恒牙萌出
方向和位置的异常，造成牙齿畸
形，并使牙齿口腔卫生维护难度
加大，加剧龋齿的发生。

医生提示，牙齿也存在“用进
废退”，乳牙滞留发生的原因多是
缺乏咀嚼、锻炼不够，致其难以脱
落。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乳牙
萌出后，儿童饮食不宜过于精细，
可适量进食有一定硬度及高纤维
的食物，同时加强口腔卫生，以利
于乳牙的自行脱落。如果有“乳牙
滞留”现象发生，应及时带孩子就
诊进行专业处理。对于普通的

“双排牙”现象，医生一般会将滞
留乳牙拔除，减少新生恒牙的阻
力，使其慢慢复位。如果没有复
位，必须在适当时机“正畸”，使牙
齿排列整齐。（本栏据新华社电）

“吃得过细”影响幼儿牙齿发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