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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男，34 岁，某单位员
工。近半年来，陈某工作时间
心不在焉，东看看，西望望，总
是担心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注
意力集中不到工作中。与同事
关系也紧张，不是指责领导分
配工作不公就是说同事在背后
捉弄他，常说有人在监视他，他
的一言一行别人都知道，回到
家中对家人说有人跟踪他。妻
子知道他猜疑心重，建议他看
心理医生，但他坚持自己没有
心理问题。

在陈某家人与亲属的反复
劝说下，他才同意到精神病医院
就诊。经过了解病史与必要的
检查，医生发现陈某还有如下的
精神方面的表现：睡眠的障碍、
情绪不稳定、怀疑有人议论他
等。由此，医生诊断陈某患有精
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
的重性精神病，以情感、思维、行
为不一致为表现的大脑功能紊乱
性疾病，多发生于青壮年，慢性起
病，临床表现有睡眠障碍、情感不
协调、听到或看到实际不存在的
声音或东西（幻听、幻视）、思维不
正常（言语紊乱、无端猜疑、被监

视、被控制等）、行为怪异或冲动
或呆板或懒散，自己认为自己没
病。

精神分裂症有多种类型，青
春期起病以言语行为紊乱为表
现的青春型，以紧张状态为表
现的紧张型，以猜疑为表现的
偏执型和未分化型。根据临床
表现，陈某患的是偏执型精神
分裂症。

医生点评：
得 了 精 神 分 裂 症 后 怎 么

办？建议尽快到正规的精神病
医院尽早治疗，以药物治疗为
主，足量足疗程的药物治疗，治
疗过程中可采用行为治疗、娱乐
治疗、工作治疗、心理治疗及各
方面疏导，以消除或减轻患者的
种种障碍。

目前对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与治疗，我省已做到足不出岛可
通过互连网技术请国内知名专家
会诊。对于治疗中药物的选择可
通过基因检测做到对症用药，治
疗药量可通过药物浓度测定做到
用量合理。

（海南省平山医院院长、精神
科主任医师林展）

他总是猜疑，到底怎么了？

健康快车海外专家
来琼“传经”

本报讯（记者侯赛）近日，中华健康快车海外
专家到海南省人民医院进行学术交流。英国伦
敦大学学院儿童健康研究所名誉教授戴维·泰
勒先生到海南省人民医院健康快车眼科中心开
展讲座、进行疑难病例讨论、门诊诊疗以及手术
指导等。此次是健康快车海外专家第六次来访
海南。

据海南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赵普宁介绍，海
外专家到访项目是由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专门为
健康快车眼科中心设计的一项完整、可持续发展
的培训项目，目的是帮助欠发达地区以及基层医
院眼科医生在职培训，进一步提高专业知识和技
术水平。

自2009年至2016年，邀请海外眼科专家到
访项目已有314人次，分139批次到访了全国19
个省、自治区的44家健康快车眼科中心，培训覆
盖眼科多个专业，为当地带去国际眼科领域的新
知识、新技术，成效显著。

海口举办中医养生节
传播中医药健康文化

本报讯（记者徐晗溪 通讯员董莉）近日，第一
届中医文化暨中医养生节义诊活动在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海口分院（海口市
中医医院）举行。义诊现场，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的8名知名中医专家现
场坐诊，为市民提供义诊、健康知识咨询、开具膏
方等中医诊疗服务。

记者在义诊活动现场看到，进行义诊的专家
团队各有特长，诊疗范围涵盖中医骨伤科、内分泌
（糖尿病）、肾病、妇科等。在义诊过程中，他们细致
地为每一位前来就诊的市民进行望、闻、问、切，不
仅详细回答市民的疑问，指导市民科学饮食和合理
用药，认真解答市民关于中医药保健养生的问题。

据悉，主办方还将在全市广泛开展中医药健
康教育、义诊宣传及科普巡讲活动，旨在以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传播活动，普
及中医药知识方法，引导群众养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健康生活习惯。

16辆救护车“入住”
海口120急救中心

本报讯（记者符王润 通讯员吴秋林）12月5
日，海口市“2017年为民办实事——提升120应
急救援能力”项目首批救护车交接仪式在海口市
120急救中心举行。16辆崭新的救护车正式“入
住”海口市120急救中心。

据悉，海口市120急救中心现有25辆救护
车，2017年该中心依托海口市政府“为民办实事
—提升120应急救援能力”项目，购置了救护车
32辆及相应车载医疗设备，预计于12月底前到
位。海口市120急救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这一批救护车的投入使用，将进一步改善了海口
市的应急救援硬件能力，有力推进海口市卫生应
急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健全全市急救体系奠定
基础。

除了配备各种类型救护车及相应车载医疗系
统设备，2017年海口市政府“为民办实事—提升
120应急救援能力”项目的内容还包括升级120
指挥调度系统和将新增人员费用列入年度预算。

东方开展地贫防治培训
本报讯（记者徐晗溪）近日，由海南省地贫防

治关爱协会和东方市政府主办的“关爱地贫儿、爱
在阳光下——东方之行暨东方市医务人员地中海
贫血防治知识培训班活动”在东方市人民医院举
行。活动针对东方市医务人员及地贫患儿家庭培
训地贫防治知识，并为23户地贫患儿家庭送上慰
问品。

据介绍，东方市政府采取系列措施帮扶地贫
患儿家庭，如每年给予他们6000元生活补助；做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并符合生育政策的夫妇，对可
能出生中间型或重型地贫儿的，怀孕后政府将帮
助其联系到海医第一附院做产前诊断，检查费用、
住宿费、交通费全部给予报销；在省地贫协会帮助
下，建立“关爱地贫医疗服务中心”，为地贫患儿提
供便利及规范的治疗等。

11月29日，省妇幼保健院联手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实施了我省首例先天性心脏病（下简称先心病）微创手术。在连续两天的时间里，
由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专家刘锦纷教授带领的专家团队，为10名孩子实施了先心病手术，其中有6名孩子实施了微创手术。这10
名孩子也是日前省妇幼联手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启动的“海星计划”公益先天性心脏病救助项目第二批获得救治的患儿。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您的左手要握拳、放开，多锻炼手
的力量。”12月1日下午，在上海市第六
人民医院海口骨科与糖尿病医院（下简
称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医院）的病房
内，海口市骨科与糖尿病副主任医师周
祖彬正在叮嘱73岁的苗奶奶手术后的
注意事项。此前，苗奶奶在上街买菜时
不慎跌倒摔伤，导致肱骨近端粉碎伴脱
位骨折，同时左手关节也伴有骨折。

周祖彬介绍，像苗奶奶这样的肱骨
近端粉碎伴脱位骨折，是同部位骨折中
最为复杂的情况，也相对少见。一般对

这种骨折的治疗方案有多种，如保守治
疗，但是会因为关节无法活动自如导致
患者自理能力很差，生活质量严重下
降。另外一种是关节置换，但是费用比
较高，同时患者的肩关节也会丧失一部
分功能。第三种则是通过手术将骨头
复位，但手术难度很大。

在经过充分分析后，12月 1日上
午，由周祖彬主刀，通过切开复位内固
定的方法，为苗奶奶进行了手术。在手
术中，医生需要将患者摔碎的骨头重新
拼接，通过钢板固定，让骨头复位。手
术只进行了一个小时便顺利结束，之
后，周祖彬又为苗奶奶针对手腕的骨折

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两个手术一共用
了两个多小时，手术比较顺利，出血不
多。”周祖彬说，手术切口为12厘米，创
伤面小，而且对周围组织的损伤小。手
术后第二天，苗奶奶就可以下床稍微活
动了，“手术后患者还不能做大幅度的
运动，但是可以进行适度的肌肉和关节
活动训练。要彻底恢复，一般需要大概
3个月的时间。”

“老年人骨质疏松，摔倒后很容易
骨折。特别是绝经后的女性，骨质疏松
会更明显，因此也更容易骨折。”周祖彬
提醒，70岁以上老人在外出时一定要
注意防护，出门最好携带拐杖。同时，
在家中卫生间要安装防滑扶手，备有防
滑垫等。

周祖彬表示，老人摔伤后一定要及
时就诊。老年人髋部骨折比较常见。
髋部骨折会导致老年人行动不便而卧
床，生活无法自理。长期卧床的老年人
很容易产生并发症，因此，最好在48小
时内完成手术，避免并发症的出现。

周祖彬还建议老年人应该注意补
钙。“补钙有很多种方法，因人而异，并
非是吃钙片就可以了，有些人的体质对
钙质吸收不好，吃钙片并不能达到补钙
的效果。”周祖彬建议，老年人可以到医
院进行专业的骨密度检测，根据医生的
建议补充钙质。

七旬老人摔伤致粉碎性骨折

摔碎的骨头被成功拼接复位

如今，通过产检往往就能检查出
胎儿是否患有先心病。一旦检查出
来，到底是留还是“流”，让很多父母难
以抉择。

“其实绝大部分先心病都可以通
过手术根治，而且治疗效果也很好。
我曾经实施过手术的患者，如今都已
经正常结婚生子了，和正常人完全一

样。”刘锦纷指出，有75%的先心病都
只是简单先心病，只需要实施手术就
可以根治，有10%—15%的先心病则
有自然愈合的机会。即便一些很复杂
的先心病，也可以通过分阶段实施手
术达到治愈。

刘锦纷介绍，由于目前社会对先
心病的治疗还不够了解，因此全国各

地都存在一旦诊断出胎儿患有先心病
就盲目流产的现象。“我们现在正在牵
头制定‘心脏出生缺陷的产前产后一
体化诊疗的专家共识’，希望给基层医
院的产科和儿科医生，以及家长们提
供一个关于先心病的治疗指南，让更
多人能够真正了解先心病，避免盲目
流产。”

“我们刚开始只是以为孩子是身
体虚弱，没想到竟然是先天性心脏
病。”儋州市民李女士的孩子小宝
（化名）已经两岁多。小宝出生后就
经常感冒、咳嗽，稍不留神就发展成
为肺炎，他也成了医院的常客。有
一次因为肺炎久治不愈，到医院进
行深入检查后，发现小宝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

刘锦纷表示，很多患有先心病的
孩子不一定有明显的症状。“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的孩子，经常会感冒咳嗽，或

者是患上肺炎。”刘锦纷提醒，这类孩
子要查一查心脏有没有杂音，如果发
现杂音，则可能是患有先心病了。有
些孩子在剧烈活动后会出现嘴唇发
干、青紫的现象，这也是孩子可能患有
先心病的信号。

刘锦纷说，先心病的致病因素
十分复杂。有些是遗传因素，而大
部分则是因为内外环境因素造成
的，如化学物质影响、病毒感染、射
线辐射等原因。他表示，有些怀孕3
个月内的孕妇，如果患了流感等病

毒性感染的疾病，可能会影响胎儿
的心脏发育，导致先心病的发生。

“药物对胎儿的心脏发育也会产生
很大的影响。有些孕妇事先并不知
道自己怀孕，期间服了药，也可能会
造成胎儿患有先心病。”刘锦纷表
示，由于心脏的发育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过程，因此影响心脏发育的因
素也非常复杂。除此之外，叶酸的
缺乏、孕妇营养不良、糖尿病等疾
病，母体内环境的不稳定也会对孩
子的心脏发育造成影响。

第二批“海星计划”接受手术的小
患者，其中有 6个进行了微创手术。

“有些孩子进行的是经皮无切口的微
创手术，有些则是经胸的微创手术，
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而定。”刘锦纷
介绍，经皮无切口的微创手术，是通
过大腿根部的静脉把导管送至心脏
实施封堵，这样的手术几乎没有伤
口。而经胸的微创手术则是在胸口
部位开一个一厘米左右的小口子实
施精确封堵。微创手术一般半个小时
内可以完成，对患儿的身体损害最小，

因此恢复也很快。
但并非所有孩子都适合进行微创

手术。“要根据患儿的具体病情来确
定。比如经皮无切口的微创手术，太
小的孩子是不适合做的，因为孩子的
血管太细，导管伸不进去。”刘锦纷
说。

传统的微创手术是在X光射线下
做的，而此次采取的微创手术，则是通
过超声波的引导进行的，这样可以减
少X光射线对孩子的影响。“如今医学
界越来越重视X光涉嫌对儿童的影

响，特别是对女孩子，射线有可能对女
孩的腺体发育有所影响，可能对其未
来的生育能力造成影响。因此，能够
不用X光射线就不用。”刘锦纷解释
道。

刘锦纷提醒，先心病手术后，患儿
两三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了。但此时还
应该注意休息，术后一个月内由于患
儿抵抗力还比较弱，为避免交叉感染，
要尽量避免经常出现在公共场所。术
后要定期随访，早期一般还会用药，一
个月后就可以逐步恢复。

孕妇乱用药可能影响胎儿心脏发育

微创手术并非适合所有患儿

大部分先心病可手术根治

先心病成我省出生缺陷发生首要原因，专家表示大部分先心病可通过手术根治

为先心病患儿托起生命的希望

2016年
我省出生缺陷发生率中

先天性心脏病居第一顺位

据海南省监测

数据显示

作为国内知名的治疗小儿先心病的外科专家，刘锦纷介绍，其实大部分的先心病是
可以通过手术得到根治的。身为省卫计委特聘的儿科专家顾问，刘锦纷也表示，希望未
来帮助海南培养一支能够独立开展先心病手术的专业团队，让更多先心病患儿得到及
时治疗。

该疾病已连续3年
成为出生缺陷发生的首位原因
监测5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中先心病居第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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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专家在为患儿实施微创手术。 彭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