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心！近期毒虫咬伤多发
初夏时节，阴雨天气频繁，毒虫咬伤多发，医院

每天收治伤者数十例，请注意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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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三院成立首个名医工作室
本报讯 （记者 丁云 ）近

日，市第三人民医院举行“全国
知名结核病专家张侠名医工作
室” 签约揭牌仪式暨扬州市结
核病学术沙龙。

据悉， 市三院在传染病防
治方面是全市的主力军， 在历
次重大传染病防治等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中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此次成立的“张侠名医工作

室”是该院首个名医工作室，能
够提升对疑难危重症患者的救
治水平， 同时也为该院拔尖创
新人才、 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
提供重要平台，在医、教、研三
方面给医院带来质的变化，也
将为市三院高质量高标准创成
三级乙等传染病医院打下更加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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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苏宣 丁云） 4月初，苏北医
院心脏外科收治了一位患风湿性心脏病二
尖瓣狭窄长达30余年的老太， 因为二尖瓣
狭窄拖延太久， 老太的左心房内长出一个
拳头大小的巨大血栓， 呼吸困难， 痛苦不
堪。近日，专家通过五项手术解除了她的痛
苦。

卢老太今年65岁，30多年前就被确诊
为风湿性心脏病， 因为二尖瓣狭窄拖延太
久， 老太病情越来越重， 严重时会出现咳
嗽、咳痰、呼吸困难的症状。一月前，一场感
冒让卢老太的病情雪上加霜， 最后连平躺
都感到呼吸困难，只能整天端坐喘气，痛苦
不堪。

苏北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杨岷
博士回忆称，心脏彩超显示，卢老太的二尖
瓣重度狭窄， 左心房内还有一个巨大的占
位，血栓可能性极大，这个巨大的血栓不仅
撑满了心房，也部分堵住了肺静脉开口，更
糟糕的是，因为二尖瓣极度狭窄，左心室得
不到回血的充盈，变得非常小。

如果这样下去， 老太心衰的情况会继
续加重， 最后会发生心脏恶液质死亡。“而
且，心脏每天要跳动12万次，每一次心跳，
左房内的血栓都有可能脱落导致脑梗死、
体循环脏器梗死。”杨岷表示，但是如果进
行手术治疗，也同样面临重重危险：一是开
胸时的剧烈震动可能引起血栓脱落， 病人
术后植物人； 二是小左室是二尖瓣置换后
心脏破裂的独立危险因素， 一旦破裂，1分
钟之内即会大出血死亡， 再高明的医生也
无力回天。“这样的‘小左室’非常容易在术
中或者术后发生心脏破裂，发生破裂1分钟
之内，病人就会因为大出血致死，毫无挽救
可能。”

经过5天的慎重考虑， 老太家人决定，
放手一搏。“术前， 心脏外科邀请心脏彩超
科、神经内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等多科
医生对卢老太的病情进行了会诊和讨论，
最终为她制定一份‘五合一’的手术方案。”
杨岷解释道， 即同时为卢老太实施左房血
栓清除术、左心耳缝闭术、二尖瓣置换术、
三尖瓣成形术、临时起搏器安置术等5项手
术，解除其所有心脏病变，从根本上修复衰
竭的心脏。

虽然早有预料， 不过在打开房间隔的
那一瞬间，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还是被震惊了。“常见的左房血栓，
小的一般如花生米大小，大的如核桃大小。而卢老太的左心房几乎
完全被血栓占据，如同一个小拳头大小。”而且血栓的外层呈现白
色，已经完全机化，厚度接近1厘米。杨岷说，血栓外层与房间隔、心
房侧壁、心房后壁、4个肺静脉开口牢牢粘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
的“包子皮”，将一些新鲜的血栓包在里面。

术中，杨岷小心翼翼地将这个巨大的“包子皮”连带其包裹的
红色血栓一点一点从心房内壁上撕下来，50分钟后，“包子”连皮带
馅被清理的干干净净，原本被撑的很薄的左心房壁完好无损。

经过近6个小时的紧张手术，卢老太的心脏终于重新开始有力
地跳动起来，手术获得成功。

身体出现这些症状 快去看急诊

生活中， 难免有发生意
外和突发疾病的时候， 虽然
身体有自我修复能力， 一些
日常小病有自限性， 无需治
疗也可痊愈。 但是当身体出
现一些 “不同寻常” 的症状
时，千万不能拖延，要第一时
间挂急诊治疗， 否则可能会
付出生命的代价。 医院急诊
科作为紧急救治和抢救的重

要场所， 可以保证我们在突
发疾病、意外伤害时，能在最
快时间内得到专业、 科学的
救治。

急诊意义

黄金6分钟：

目前99%的急症患者都
因为错过了急诊抢救的黄金

6分钟， 而面临愈后效果差，
甚至失去生命的结果。

急诊介入治疗：

由CT、X光片、 血管造
影等检查科室参与的急诊抢

救， 其最佳抢救时间为患者
发病6小时之内，错过了抢救
的黄金时间， 病变的组织或
血管、脑细胞可能就已坏死，
失去急诊介入治疗的意义。

初夏的天气多是“喜怒无常”，持续高温穿插着雷电暴雨，天气愈加潮湿闷热，所

以此时若不注意保养身体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疾病。初夏期间该如何正确养生呢？其

实，只要学会吃这5样“养生菜”就行啦！

初夏养生要吃这5样菜
最近的天气“喜怒无常”，若不注意保养易出现疾病

苦 菜

初夏必吃的第1种
养生菜是苦菜。

苦菜是菊科植物苦定菜的
嫩叶，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食物，
有清热、凉血、解毒、明目等作
用，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
质、胆碱、糖类、核黄素等成分。
当然，由于苦菜比较寒凉，脾胃
虚寒者就不适合吃了。

不过， 没吃过苦菜的小伙
伴可别被它的名字吓到， 它的
味道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 “喝
中药般的苦涩”，而是甘中略带
苦， 苦中带甜， 吃起来新鲜爽
口、清凉嫩香。

苦菜可炒可凉拌，凉拌时，
先将苦菜择好洗净， 开水焯熟
控干晾凉， 将姜蒜切末， 加入
盐、鸡精、香油、糖、醋、辣油少
许，搅拌均匀后即可。也可将苦
菜用开水烫熟，挤出菜汁，用来
做汤、做馅别具风味喔。

荠 菜

初夏必吃的第2种
养生菜是荠菜。

荠菜有清热、利水、消肿 、
平肝、止血、明目的功效，主治痢
疾、水肿、乳糜尿、吐血、便血、月
经过多、目赤肿痛等病症。

荠菜含有较多维生素A，可
辅助治疗夜盲症等眼疾。荠菜含
有的“乙酰胆碱，谷甾醇”可辅助
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的含量，还有一定辅助降血压的
作用。而且，荠菜是高纤维蔬菜，
可帮助清洁肠道，防治便秘。

荠菜的好处这么多， 做法
也很多元，清炒、煮汤、凉拌、包
饺子、作春饼等都可以，口味同
样清香可口。

不过， 做荠菜料理最好不
要加蒜、姜、料酒来调味，以免
破坏荠菜本身的清香味。此外，
跟苦菜一样， 体质虚寒者是不
宜食用的。

莴 笋

初夏必吃的第3种
养生菜是莴笋。

中医认为， 莴笋有利尿通
乳、宽肠通便的功效。莴笋味道
清新且略带苦味， 可刺激消化
酶分泌，增进食欲，又含有大量
的植物纤维素， 能促进肠壁蠕
动， 有利于消化功能弱和便秘
的患者。

莴笋富含人体可吸收的铁
元素，若患有缺铁性贫血，多吃
点莴笋就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
而且，莴笋含钾量很高，有利于
促进排尿，减少对心房的压力，
对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极为有
益。

莴笋在烹饪时， 营养成分
易流失，因此，夏季吃莴笋最好
是洗净后快炒或用开水略烫熟
后凉拌。此外，患有眼病、脾胃
虚寒、 腹泻便溏的人士是不宜
食用的。

苦 瓜

初夏必吃的第4种
养生菜是苦瓜。

中医认为， 苦瓜可 “除烦
热，解劳乏，消心明目”，有清热
解毒、养血滋肝之效，一看就是
很适合在夏季多吃的蔬菜 。苦
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维生素
B1、果胶、半乳糖以及矿物质，
本身的营养价值就较高。

对于常上火的人， 苦瓜有
滋阴降火的作用，可帮助消除身
体的内热。 用鲜苦瓜捣汁或煎
汤，对肝火赤目、胃痛、湿热痢疾
也有一定辅助治疗的作用。

苦瓜比较 “脆弱 ”，不可久
炒，所以最适合的做法是凉拌，
或快炒， 以保持它的清香与鲜
脆感。

当然， 作为寒凉蔬菜的代
表， 脾胃虚寒的人就不宜多吃
苦瓜。 苦瓜含奎宁， 会刺激子
宫，所以孕妇也要慎食。

冬 瓜

初夏必吃的第5种
养生菜是冬瓜。

冬瓜性凉，有润肺生津，化
痰止渴，利尿消肿，清热祛暑 ，
解毒排脓的功效。 冬瓜含维生
素C很多，且含钾量高，所以很
适合需低钠食物的高血压 、肾
脏病、浮肿病等患者。

而且， 冬瓜中富含一种物
质叫“丙醇二酸 ”，能控制体内
的糖类转化为脂肪， 防止体内
脂肪堆积，因此，此时多吃点冬
瓜还有助于减肥。 冬瓜里的膳
食纤维含量很高， 这对于帮助
“三高” 人群改善血糖水平，降
低体内胆固醇有不错的辅助作
用。

和苦瓜类似， 由于冬瓜性
寒，所以脾胃气虚，胃寒疼痛的
人就要避免食用了， 女生月经
来潮期间和寒性痛经者也要少
吃。 本报综合

急性发热性疾病 ， 体温
38．5℃以上， 全身症状明显，伴
随着嗜睡或其他症状；

剧烈头痛，且伴有发烧、颈
部疼痛僵硬等症状；

急性视力障碍、 视网膜中
央动脉阻塞 （需要在10分钟内
救治）、眼球破裂伤 、急性闭角
型青光眼急性发作；

急性腹痛，如急性阑尾炎、
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宫外孕
等或原因不明的腹痛、肾绞痛、
胆道痉挛等；

呼吸困难、呼吸衰竭、脸及
嘴唇青紫、呼吸道异物阻塞、严
重哮喘等；

各种原因引起的昏厥 、休
克、抽搐、急性肢体瘫痪；

各类急性外伤， 包括脑外
伤、脊髓损伤、骨折、内脏损伤、
肌肉撕裂伤、灼伤等；

各种急性出血，包括呕血、
咯血、五官出血和外伤 、妇科 、
产科等出血；

急性无尿 （一昼夜完全停
止排尿 ）、尿潴留 （小腹膀胱膨
胀但不能排出小便）、 血尿、急
性肾功能衰竭等；

严重的呕吐、腹泻等，呕吐
物中带血或深绿色胆汁；

急性心力衰竭 （心率在每
分钟120次以上或每分钟50次
以下）或心律紊乱（脉搏的节律
不规则，而且强弱不等）；

各种急性中毒：食物中毒、
农药中毒等；

意外伤害 ：电击 、触电 、溺
水、 土建塌方挤压伤、 工业外
伤、动物咬伤等；

眼 、耳道 、鼻腔 、咽部 、气

管、食管异物嵌堵；
各种慢性疾病的急性发

作，如脑溢血、脑血栓 、高血压
脑病等。

婴儿：3个月以下发热38°C
或3个月以上婴儿发热41°C；伴
有肤色苍白泛黄、哭声改变、嗜

睡、呼吸频率力度改变等。
儿童：发热伴有脱水或颈部

强直症状；发热伴有惊厥或呼吸

骤停；摄入明确危险药物或有害
食物；呼吸困难伴有腹部剧烈起
伏、嘴唇发紫等症状；骨折或创
口较大伴有肢体麻木等症状。

心脏病人： 胸部疼痛或不
适；胳膊、两颚、颈部疼痛；突发

冷汗、极度虚弱、恶心、呕吐、气
短、突发晕眩、心跳加剧等；

心血管患者： 胳膊、 腿麻
木、刺痛，精神紊乱、晕眩，说话
打颤、语无伦次；尤其是面部或
者身体一侧出现上述情况。

●需要急诊
刚刚发生的疾病： 在24小

时之内发生的疾病属于急诊 ；
疾病可能在8小时内使器官的
功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如外
伤、窒息、脑出血、心肌梗死、胃

溃疡出血、化学伤 、烧伤等 ，都
会导致身体的部分器官不可逆
损伤，需要急救。

突然发作的剧烈疼痛 ：腹
痛、胸痛、眼痛、头痛等。

●无需急诊
一些日常疾病， 无需急诊

治疗：一些病毒性引起的感冒、
感染类疾病， 没有明显高热及
全身症状；

一些慢性病患者病情持续
长，但由于服药不规律、天气变
化等导致病情加重等情况；

一些短期内不会造成器官

不可逆损害的疾病等。
这些情况建议到医院门诊

针对性科室进行仔细检查。
因为， 急诊主要针对紧急

救治，很多系统检查并不完整，
不能完成化验检查和辅助检
查；而且，急诊是给紧急需要救
治的病人准备的， 不可随意占
用救治资源。 本报综合

当身体出现哪些症状要挂急诊？

哪些人出现特殊情况要急诊？

如何定义需要去急诊？

健康
管家

近日，45岁的张师傅下夜
班，准备骑车回家。头盔就挂
在电动车上，张师傅带好头盔
准备出发。突然，头顶一阵疼
痛。 张师傅赶紧摘下头盔，伸
手一摸，摸到的东西把他吓了
一跳，头盔里竟然藏了一只蜈
蚣，有小拇指粗。

张师傅回到家赶紧用自
来水冲洗了一下头部伤口 ，

想抓紧时间睡觉。谁知，被咬
伤的部位肿胀疼痛， 辗转睡
不着。 张师傅赶紧到苏北医
院急诊挂号。

“患者来的时候明确是蜈
蚣咬伤，我们对其进行消毒清
创，又外敷了药物。”苏北医院
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刘燕茹说，
大约1个小时后， 张师傅的头
部伤口疼痛得到缓解。

男子被藏在头盔里的蜈蚣咬伤

每年4—10月， 是蛇 、蜱
虫、蜈蚣等活跃时期，由于气
温高、湿气重，正是这些毒虫
出没活动的高峰期。 昨天，记
者从苏北医院皮肤科获悉，近
来下雨潮湿，被毒虫咬伤的病
人有所增加，几乎每天都能遇
到不少例。“最普通的是蚊虫
叮咬后产生过敏反应的，最近
被蜈蚣咬伤的也不少。” 苏北
医院皮肤科主任朱晓芳介绍，
最近每天夜间急诊，皮肤科都
能接诊五六十个患者，其中大
部分是皮肤过敏和毒虫咬伤
的。

朱晓芳介绍， 被毒虫咬
伤， 一般会有毒液进入皮下。
毒液作为一种异体蛋白，会激
发人体过敏反应，还有局部炎
症， 最严重的还是毒性反应，
主要表现为头痛、发热、恶心
呕吐、心悸、抽搐甚至昏迷影
响生命。当被毒虫咬伤，可以
先用拔火罐、吸奶器等吸出伤
口的毒液，再用肥皂水彻底冲
洗伤口。千万不要轻信一些民
间土方法，不然很容易造成二
次中毒。曾经有人使用敷野草
药、喝雄黄酒等土方法，非但
没解毒，反而加重病情。

阴雨天毒虫咬伤多发

皮肤科医生表示，如果是
被蚊子叮咬，最简单的方法是
在伤口处涂抹碱性肥皂水，或
者用盐水涂抹冲洗伤口来软
化红肿缓解痒痛。被蜈蚣等毒
虫咬伤，可以先用肥皂等碱性
物质清洗伤口，然后立即到医
院进行处理。

医生还提醒，居住在老房
子、私房、平房、一楼，以及房
前屋后有小花园的居民，最容
易受到毒虫攻击，阴天下雨家
里一定要多通风， 在靠近窗
口、门口的地方可以撒些生石
灰。

苏宣 丁云

被蚊子叮咬可涂抹碱性肥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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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了 别把断齿不当回事
牙齿出问题了不仅吃啥都不香，还可能让你变丑

或许你会有这样的经

历， 正在开心地啃着美食，
突然“喀嚓”一声，嘴里传来
异样的感觉，接着嘴里吐出
一块硬硬的“骨头”，再用舌
头一舔，就会发现自己缺牙
了！ 别把缺牙不当回事儿！

很多时候， 损伤程度不严
重的牙齿断裂不会造成疼痛 ，
或者有的人会疼但是忍忍也就
过了， 对于残缺的牙齿并不在
意。然而事实上，“缺牙”会让我
们的口腔“危机四伏”：

咀嚼功能减退： 牙冠的损
伤、缺失，会让原本良好的咬颌
关系发生变化， 由于余留牙之
间有效功能面积相应减少 ，咀
嚼效能降低。

食物嵌塞： 如果臼齿出现

纵向断裂， 会与邻近的牙齿产
生空洞、缝隙，容易使食物嵌塞
到牙齿间隙里 ， 引起口臭 、龋
齿、牙周病等。

导致牙病： 牙齿断裂露出
牙本质， 会受到食物的直接刺
激，产生牙齿敏感；如果断裂直
接暴露牙髓， 更可能导致牙髓
炎、根尖炎等，出现剧烈疼痛甚

至全身症状。
颞下颌关节病变：长时间的

缺损，单侧牙齿可能会养成偏侧
咀嚼的习惯，从而出现关节症状，
甚至导致面部不对称影响外貌。

牙齿脱落：如果牙齿缺损，
相邻牙齿可能无法获得有效支
撑，使牙齿逐渐松动，导致部分
牙齿脱落。

目前， 修复牙齿损伤的方
式主要有树脂修复、烤瓷牙、种
植牙。

树脂修复： 是指使用复合

树脂材料进行牙体组织修补的
一种方法。

烤瓷牙： 烤瓷牙修复是用
烤瓷牙做修复体的牙齿修复

法。 它是在缺损或缺失牙的部
位， 用铸造贵金属作为支撑的
内核， 再在其外部用烤瓷来达
到与真牙的颜色和功能相仿的
修复方法。

种植牙： 种植牙是一种以
植入骨组织内的下部结构为基

础来支持、 固位上部牙修复体
的缺牙修复方式。

不过， 要选择何种方式来
修复残缺的牙齿还是需要口腔
科医生的专业判断， 如果你的
牙齿缺了，别再拖出大问题，赶
紧去牙科修复。 本报综合

牙齿断了应该怎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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