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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产导致宫腔内压力过强

孕妇羊水栓塞危及生命
■ 本报记者 孙婧

744小时，整整1个月，33岁的三亚产妇小
槐，因为羊水栓塞历经呼吸循环衰竭、肾功能衰
竭、肝功能衰竭、失血2000多毫升……在医务人
员的治疗、护理下，终于脱离危险。

今年5月2日，小槐被家人送往三亚市人民
医院妇产科准备生产。作为初产妇，一般要经历
24小时的产程，然而仅仅2小时，小槐就顺利地
生下了一名健康婴儿。

产妇家属高兴之际，接生的医务人员反而忧
心忡忡。半小时后，还在产床上的小槐突然烦躁
起来，说头晕、看不清楚，胸口憋闷。

“病人当时口嘴呈紫绀，四肢冰凉，无法测出
血压，虽然阴道流血不多，但始终不凝固。”检查结
合症状，该院妇产科主任代霁虹诊断，小槐遭遇了
羊水栓塞，诱因就是急产导致宫腔内压力过强，导
致羊水逆流进入产妇血液。

羊水栓塞是产科领域当中最严重的急症，发
病率约为万分之四，死亡率高达80%以上。然而
小槐的羊水栓塞症还合并呼吸循环衰竭和多脏器
功能衰竭，引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症状，患者多次
大出血并陷入昏迷，医务人员多次组织多学科会
诊，联合实施抢救，小槐仍反复出血。

“我从医三十多年救治无数羊水栓塞患者，但
肝肾功能同时出现衰竭的不超过3人。”代霁虹
说，种种突发病况，为抢救增加了许多风险。

最终在患者家属支持下，院方为小槐实施了
切除子宫手术，术后转入重症医学科密切观察。
整整1个月，小槐没有一滴尿液、无法进食一口
饭，只能在护士的帮助下移动身体。直到近日，她
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其家属坚持施救治疗，
医院多科合作，才创造了这次生命的奇迹。”代
霁虹说，看着小槐一日接一日好转，所有人都松
了一口气。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人到中年，爱情、事业、家庭都稳定了
下来，健康却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的器官
都在逐渐衰退。很多中年男性最怕肾虚，
却忽略了保肝和护肾同样重要。那么人到
中年，应该如何养肝呢？近日，记者就此采
访了海南医学院中医学院副院长冯志成。

要学会释放负面情绪

中医里的“养肝”所指的“肝”，并不完
全对应现代医学解剖学中的肝脏，而是传
统中医保健五脏学说中的“肝”，其主要功
能包括藏血摄魂、疏泄开阖、调畅情志等，
养肝即是对睡眠、排泄、情绪、运动等功能
的调节。

“人到中年，无论生活还是工作，要学
会释放这些负面情绪。”冯志成说，如果肝
的功能失常，人体气血运行便会紊乱，引发
消化不良、高血压等疾病。同时，中年男性
面对事业家庭双重压力，精神压抑，容易造
成肝气不疏、郁结，从而导致烦躁、易怒、焦
虑等诸多心理问题。

冯志成认为，养肝的关键在于疏肝解
郁，如果没有“肝病”，可采用运动与调节情
绪的方式舒缓肝气。比如遇到不开心的事
情，可以向朋友倾诉，可以唱歌排遣。但
是，宣泄也要有个度，凡事过犹不及，如果
一味地追求发泄，易导致肝火旺盛，反而不
利于健康。

年过四十要查肝

冯志成表示，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代
谢、解毒器官。许多物质和营养素都是在
肝脏这个代谢中心进行合成、分解、转化或
者储存，被喻为人体内的“化工厂”，没有肝
脏的代谢，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是无法吸收
的。

往往过了40岁的人常有如下困扰：经
常感觉疲惫不堪，甚至一觉醒来还是全身
倦怠；有时好像是肠胃不适，腹胀腹疼；面
对山珍海味也食欲欠佳；累了或气候变化，
肝区隐隐作痛等。其实这时候，就应考虑
肝脏是不是出问题了。

冯志成建议，人到中年，最好每年做一
次体检，很多疾病可以通过体检发现端
倪，早治疗有利于病情控制与身体恢复。
尤其是高危人群，如40岁以上的男性、曾
有乙肝感染的患者、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
以及得了慢性肝炎却没有控制好病情的人
士，一定要定期参加体检。

人到中年 好心态是护肝良药

舌头有白色条纹竟是扁平苔藓

“我除了长过智齿外，从未有过口腔
疾病，怎么就得扁平苔藓？”近日，在海口
市人民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口腔粘膜病科，
一位26岁的女性被确诊为口腔扁平苔
藓。据了解，该女士前段时间食用过一些
辛辣食物，口腔里的“溃疡”持续了一个多
月。

“刷牙用牙膏都痛，我现在只能用儿
童牙膏刷牙。”该女士告诉记者，她吃东
西时口腔有刺痛感，并且右边舌腹（舌头
靠上的一面叫“舌背”，靠下的一面叫“舌
腹”）有白色条纹，来医院做了切片才知
道自己是得了扁平苔藓。

“口腔扁平苔藓是一种很常见的慢性
皮肤黏膜疾病，全口部位都有可能涉及，
最常见的是双颊、牙龈，以及舌黏膜等处，
症状为白色网状条纹，若及时、规范治疗，
绝大多数口腔扁平苔藓是不会发展为口
腔癌的。”杜永秀说，该病的发病机制尚未
完全明确，目前的研究表明，其发病与精
神因素（如疲劳、焦虑、紧张）、免疫因素、内
分泌因素、感染因素、微循环障碍因素、微
量元素缺乏以及某些全身疾病（糖尿病、
感染、高血压、消化道功能紊乱）有关。

杜永秀提醒，口腔有三个危险区域：
舌缘舌腹（舌头的边缘和舌头下方的一
面），口角三角区（以嘴角为顶点，向后方
画一个小三角形的区域），软腭复合体
（软腭以及周边的组织）。日常生活中，

发现这三个区域出现异常，一定要高度
重视，及早到口腔专科医院检查。

压力大易引发病变

“现代女性工作压力比较大，本来扁
平苔藓常见于更年期女性，但越来越多
的年轻女性也开始罹患此病。”杜永秀表
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局部的病变往
往与其他脏腑的病变相关连，扁平苔癣
属湿热蕴结、灼血伤络、心肾不交、气滞
血瘀之症，精神压力大、疲劳、睡眠不足、
女性月经来潮可诱发或加重此病。

“其实罹患口腔扁平苔藓不必太紧
张，虽然不能根治，但是一般无症状者也
无需治疗，定期观察即可。”杜永秀说，对
于病情较重、发生溃疡或糜烂者，可采用
局部和全身治疗，如局限的糜烂性病变
可局部封闭、局部激素超声雾化吸入、或
局部用溃疡膏或溃疡散等，也可全身给
予免疫调节剂，中医中药等治疗。

尽管目前还没有根治扁平苔藓的方
法，但杜永秀表示，只要患者保持良好轻
松的心态，避免生气，生活规律，加强锻
炼，限制烟酒及刺激性食物（辣椒、生葱、
生蒜等），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注意
口腔卫生，定期复查，有局部刺激因素的
应首先去除刺激因素（不良修复体、牙
石、软垢等），治疗慢性病灶等就可以使
疾病处于稳定状态，对生活和工作没有
影响，部分患者经治疗后还可以恢复正
常。

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率呈上升趋势

加强户外运动可防近视
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已逐渐成为影

响青少年儿童健康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据
悉，我国近视人数位居世界第一，近视人口总数超
过4.5亿，近视已成为重要的健康问题。

海南省肿瘤医院科教部主任丛丽丹表示，近
几年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呈现出发病率高、程度
深和低龄化趋势。学龄期儿童、青少年课业繁重，
眼睛超负荷工作，户外活动时间过少，手机、掌上
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及，眼睛工作量空前增加，再
加上不合理、不科学的用眼习惯，久而久之，近视
眼不断加重。据了解，高度近视眼底病变已成为
成人盲和视力损伤的主要原因。

“近视的原因非常复杂，是基因遗传和环境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丛丽丹说，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
户外活动时间过少和近距离用眼过多是导致儿童近
视发生的最主要环境影响因素。预防孩子近视，首先
要从家长开始行动，家长“重治疗、轻预防”的错误理
念导致了青少年近视人群基数的累计增加。

丛丽丹建议，青少年儿童要加强户外体育锻
炼，纠正不良用眼习惯，坚持做眼保健操，保证充
足睡眠，饮食中增加含维生素A、D、钙铬的膳
食。有不适症状要及时就医，另外每天沐浴大自
然光线2小时以上，可以有效降低近视发生风险。

煎药少用生自来水
在中药的煎煮过程中，无论是药材浸泡还是

煎煮都要用到水。以前人们最常用的水有井水、
江河水及自来水等，现在人们在城市里主要以自
来水为主。专家指出，使用水管中的自来水直接
煎药并不合适。

自来水大多是江河水经过过滤、澄清、消毒等
处理后，再通过水管输送到各家各户。一般添加
漂白粉（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钙）消毒，并且消毒后
水中还需要保持一定浓度的氯（0.5~1毫克/升），
所以我们能在自来水中闻到较大的氯味。虽然氯
杀灭了自来水中大量的细菌，使其达到了饮用标
准，但在自来水中却增加了次氯酸、氯化物等强氧
化剂。同时自来水管以铁质管道居多，因此自来
水中的铁离子含量也较高，其中Fe3+具有较强的
氧化性。如果煎药时直接用生自来水，有可能会
使中药的某些有效成分，如黄酮、生物碱、氨基酸、
不饱和油脂、维生素等受到破坏，甚至可能产生有
害的化学成分，影响疗效。

专家建议，在使用自来水煎药前，先对生自来
水进行加热沸腾处理，这样自来水中大量的氯将
随水蒸气蒸发掉，氧化性随之下降，然后待自来水
冷却后再用来浸泡、煎煮中药，这样药效会更佳。
条件允许的家庭，可直接用桶装水煎药。

（生命时报）

海南省肿瘤医院特约科普

健康百科

第一“忌”：
熬夜失眠最伤肝

睡眠是我们健康的根基，
因为休息能增加肝血流量，激
活肝脏细胞。现代医学研究
证实，睡眠时进入肝脏的血流
量是站立时的7倍。流经肝脏
血流量的增加，有利于增强肝
细胞的功能，提高解毒能力。
晚上熬夜，非常不利于肝脏解
毒。

第二“忌”：
情绪压抑易生郁

进入中年，调节好情绪也
是养肝的关键。从中医的角度
来看，怒伤肝的基本原理是因
气不顺而生郁，久而伤肝，不可
不防。

第三“忌”：
饮酒无度

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血液净
化和解毒中心，承担着解毒和净
化血液的功能。酗酒不仅仅使肝

脏解毒功能受损，别的脏器细胞
也会加快老化，使体内毒素在血
液中含量大大增加，这种大分子
毒性物质会使血液粘稠，血流缓
慢，最后停滞在人体的毛细血管
中。

一般人每天喝白酒最好不
要超过三两，度数不要太高。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用药不当
也伤肝。酒后千万别乱吃药，
特别是常见的感冒药，若在酒
后服用则易发生药物性肝损
害，与酒精一道造成“双重伤
肝”。

第四“忌”：
运动过激耗伤阴血

中年人运动应量力而行，最
好选择一些温和的项目，如游
泳、慢跑、爬山、骑单车等有氧运
动；而且运动强度和时间也要有
节制，不宜太过激烈或单次时间
持续过久。

中医讲“肝为阳脏，体阴
用阳”，太过激烈的运动，易过
于耗伤阴血，对肝脏的伤害不
言而喻。

（徐晗溪整理）

针对如何养肝，海南省中医
院治未病中心主治中医师王珊
推荐了几种食疗方。

推荐食谱：

1.灵芝鸡肉粥
材料：灵芝20克，鸡肉150克，

大米300克，猴头菇50克、盐、香油
各适量；

做法：将灵芝切片与大米洗净后
入锅一起煮成粥；将鸡肉处理干净后
切片，焯水备用，用干淀粉、香油、盐拌
匀腌制，而后用清水冲洗净；猴头菇
洗净后入沸水中焯一下捞出备用；大
米煮沸成粥后将猴头菇、鸡肉放入
锅中继续煮，调入盐，滴入香油即可。

2.决明子菊花茶
材料：决明子20克，菊花15克，

蜂蜜适量，水500克；
做法：将决明子，菊花与水一起煮

沸，待花茶水放凉后加入蜂蜜调味即可。

3.玄参地黄瘦肉汤
材料：玄参20克，地黄20克，瘦

肉100，水1000克；
做法：瘦肉切片焯水备用，玄参地

黄洗干净后与瘦肉一起入砂锅加水上
火煲，待水开后关小火慢煲一小时。

（徐晗溪整理）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什么是扁平苔
藓？口腔里还能长藓
吗？虽然口腔扁平苔
藓是一种常见的口腔
黏膜疾病，但是患者
总会觉得有些恐慌。
海口市人民医院（中
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
属海口医院）口腔医
学中心口腔粘膜病科
副主任医师杜永秀表
示，口腔扁平苔藓与
人们常说的手癣、脚
癣不一样，它不是由
真菌引起的“癣”，一
般不具有传染性，原
本好发于更年期女
性，但现代人生活压
力比较大，越来越多
的年轻女性也会罹患
此病，由于目前对于
口腔扁平苔藓尚无特
效的根治方法，应引
起重视。 护牙小常识

1.刷牙时间不能少于 2
分钟。每天至少两次，每三
个月换一次牙刷。

2.口腔癌是最致命的癌
症之一，人们常常会忽略口
腔肿块或起泡，这有可能会
导致口腔癌等严重问题。因
此，无论那些迹象有多么微
小，一旦发现就要及时就医。

3.过量运动也会引起牙
齿问题。过于剧烈或大量的
运动可能导致脱水，削弱唾
液预防口腔疾病的功能。长
此以往，蛀牙、细菌堆积的风
险会增大，而且许多运动饮
料含有意想不到的糖类和酸
类物质，这些都可能会破坏
牙釉质。 （徐晗溪整理）

舌头现白纹被诊断出“扁平苔藓”，医生提醒：

警惕口腔中三个“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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