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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上个月，来自浙江的王大爷(化名)跟
团来到厦门旅游。来厦游玩的一个星期中，
他总是感到阵阵腹痛肚胀，痛了 6天后，腹
痛加剧，于 10月 25日来到了厦门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看急诊，这才知道，这是犯了
“肠卒中”。
10月 25日上午，王大爷入院后，急诊
科医生给王大爷进行了检查，并迅速通知
多学科开展会诊，诊断为肠系膜动脉栓塞。
肠系膜动脉栓塞又称急性肠系膜动脉供血
不足，是由于动脉突然供血中断，使肠部发

生急性缺血性坏死，并出现绞窄性肠梗阻
的症状，俗称“肠卒中”。据血管外科科主
任、主任医师黄小进介绍，
“肠卒中”发病
急、病情凶险，发病后需要在六个小时之内
将血管开通，若无血管外科及时介入治疗，
死亡率可达 80％。
紧急情况下，黄小进及其团队在王大
爷入院后的一个小时内就进行了微创手术
肠系膜动脉置管溶栓，开通血管。手术后，
王大爷的腹痛一度得到好转。谁知当天下
午至晚间，王大爷又感到剧烈腹痛，甚至出
现呼吸衰竭的情况。经过会诊，
普外科傅锦

波副主任医师和严威主治医师以及血管外
大爷手术后的护理工作，也是医护人员帮
科医生等紧急为患者手术。
忙照顾。到急诊 I
CU病房，一说没有亲属
据急诊科 I
CU主治医师王隽笙描述， 的老人家，
护士们都知道是谁。
手术时发现，患者腹腔内有五六百毫升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王大爷的病情
暗红色液体，大部分肠管都发黑坏死了，病
有所好转，神志清楚，病情稳定，目前已经
情严重，整个手术室一片恶臭。最终，医生
出院。
将其坏死的三米肠管尽数切除，再将剩余
黄小进医生提醒，患有房颤、动脉硬
部分进行缝合。手术很成功，
术后他便住进
化、高血压等疾病和抽烟人士易患此类病
了急诊 I
CU病房。
症，大家平时要注意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医护人员说，王大爷没有子女，平时住 “现在有人说，血管寿命有多长，人的寿命
在养老院里，联系不上几个亲人，连医药费
就有多长，
说法不无道理”，
黄小进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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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导游和旅行社先垫付了一部分。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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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KLM ijkO最近，厦门市
疾控中心发布了 11月厦门健康预报。根据
厦门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数
据，结合国际国内传染病疫情动态，经过专
家会商评估，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厦门本地
需特别关注的传染病为水痘、流行性感冒、
诺如病毒胃肠炎等。
据了解，诺如病毒广泛分布于自然界，
水果、绿叶蔬菜以及贝类，尤其是牡蛎极易

被其污染。诺如病毒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
接触、食物和水经口摄入传播，主要引起急
性胃肠炎，表现为恶心、呕吐、低烧、腹痛和
腹泻等症状，潜伏期多在 24h～48h。值得
一提的是，
每年的 11月至次年的 4月都是
诺如病毒感染高发期。
疾控建议，
预防诺如病毒感染，
需注意卫
生，
饭前便后勤洗手，
果蔬也需清洗干净后食
用。
不吃未煮熟煮透的食物和生冷食品。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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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KLM N3O 李先生今年 32
岁，自高中时期就落下了胃肠不适的老毛
病。多年来，
遍寻西医、
中医就诊，
都无法彻
底治愈，需要依靠吃药缓解日常的胃酸、胃
胀、胃痛等急症。不胜其扰的是，每年十一
月份到来年的三月份，腹泻也隔三岔五就
找上李先生。
然而，令李先生纳闷和痛苦的是，今年
的腹泻发作时间不仅比往年提前了半个多
月，往年的药方和保暖等措施居然也失去
了效果。一个礼拜过去，腹泻没止住，还出
现了便血、肛痛加重、肛周红肿症状，又因
肛门部位疼痛，
晚上怎么睡都不舒服。无奈
之下，
他到医院检查，
被告知是患了痔疮。
据悉，目前李先生腹泻止住了，还在住
院接受痔疮治疗。厦门马垅医院肛肠科主
任医师陈少芬指出，长期腹泻引起的痔疮
患者在门诊屡见不鲜。其中不乏一些患者
自行去药店购药或者网络搜索用药，掩盖
了腹泻，却又无形之中助长了痔疮的发展。
因此建议市民，有任何不适，都应该及时到
医院面诊医生，不要自作聪明或者怕麻烦，
健康体魄才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规律作息、适当运动以及注意饮食卫
生可预防胃肠炎等肛肠疾病的发生。但是，
情绪的变化也会影响肠道的“心情”。陈少
芬说，当人体遭遇疾病侵袭，情绪固然焦
躁，身心都很不舒服。但无论如何，也应设
法让自己保持心态平和，因为心情不佳只
会让不适症状雪上加霜。“病房里，心态好
的患者，饮食胃口也好，积极配合医生治
疗，往往就会比同病情的其他患者早康复、
早出院。”
“有些人不懂得排便的生理过程，不注
意肛门保健，大便干燥也不想办法软化，只
是在排便时用力而造成肛门损伤。也有一
些人，每当有便意时，不考虑是否有粪便，
就去厕所盲目用力，或在厕所里长时间蹲
坐，
使肛门负担过重。这都是不好的习惯。”
陈少芬还举例说，很多人认为服用软便剂、
轻泻剂等药物能解决减肥便秘的问题，其
实这样不但得不到想象中的效果，反而会
惹“痔”上身。因为，长期服用泻药不仅使
得胃肠功能紊乱，还会使直肠血管充血扩
张，经常拉肚子会造成肛门压力增加，就更
加容易罹患痔疮。
:$;9$99(

不和患者近距离接触，
加强消毒和室内通风，
尽量少到人群聚集的场所，感染者应休息至
症状完全消失后 72小时，
才可上班或上学。
冬春季是流感的发病高峰期，市疾控
中心提醒广大公众，一年内未接种过流感
疫苗者，特别是年龄大于 60岁人群、患有
各种慢性病或免疫缺陷者、居住在养老院
或疗养院的人群、各种职业高危人群、低于
6个月婴幼儿的家庭成员及看护人员可及

时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接种流感疫苗。
如出现发热伴咳嗽或咽痛等不适症状，应
及时就医并居家治疗休息直到热退后 2天
方可返学返工，
切勿带病上学或上班。
此外，气温的下降和季节转换，将带来
水痘发病高峰期。儿童出现发热、
水痘样皮
疹等不适症状时家长及时带到正规机构就
诊。家长应及时带适龄儿童到辖区接种单
位接种水痘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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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
11月 10日)
，一场针对毛发
缺损者的讲座即将开启。在毛发移植领域
有着十年临床经验的佘晓龙医生将面对
面解答大家的植发疑问。
不少人因为手术、烫伤、烧伤或其他
外伤等因素，导致头皮损害头发缺失，或
者直接因为脱发秃顶、发际线后移、眉毛
缺失等造成生理缺陷，
都可以报名参加本
周六的公益科普讲座。
此次讲座已是银河整形毛发种植部
举办的第 115期 “来银河 发现自信”毛
发种植公益讲座。厦门银河整形植发医生
佘晓龙将为大家现场分享脱发原因、脱发
类型、
FUE毛发种植术及相关病例讲解，
一起探讨“头等”大事，
即如何拯救脱发。
脱发者想了解的植发效果、植发疼
不疼、植发后有没有疤痕、植发后的头发
掉不掉、植发多久能长好、植发前和植发
后的差别有多大等等问题，本次讲座都
给到你答案。
如果您或家人有脱发、
秃顶、
发际线后
移、
斑秃、
头部疤痕、
眉睫毛稀疏、
缺失等永
久性毛发稀缺的问题，
即可报名参加，
并免
费享受毛囊检测及头皮养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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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988号
银河大厦 2楼接待厅
■报名电话:
0592-855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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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 厦门银河整形毛发种植医
生，
从事毛发移植行业近 10年，
是厦门较
早完成并操作 FUE毛发移植的植发医
生。目前任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毛发协会会
员、
多次在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毛发医学分
会上发表学术演讲。擅长各类植发手术:
自体毛发移植术、
瘢痕性脱发、发际调整、
眉毛、胡须、体毛个性化移植等艺术化的
精细毛发移
植 项 目 ，在
毛发移植领
域有着丰富
的临床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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