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睡不够，脾气大。这是美国《实验

心理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研究得出

的结论。 该研究发现，每晚少睡 2 个

小时会让人更容易发怒生气。

参试者被随机分为两组， 甲组保

持正常睡眠习惯（每晚睡眠时间约为

7小时），乙组每晚睡眠减少 2 至 4 小

时，研究持续两个晚上。研究开始之前

和之后， 研究人员让参试者听刺激性

噪音， 这些声音旨在让参试者感觉不

舒服，激起愤怒情绪。

结果发现，在睡眠受限的参试者

中，愤怒几率明显更高，甚至超过正常

睡眠组参试者的 50%。当睡眠不足时，

无论噪音如何， 人们情绪失控发怒的

几率都会明显增大。 陈希

梁阿姨患有糖尿病多年，一

直口服苯乙双胍降糖药。 但最近

梁阿姨发现自己的血糖控制得

不太好， 还出现了疲乏无力、恶

心呕吐、嗜睡等症状。 到医院检

查，医生说是糖尿病合并乳酸性

中毒。

血乳酸水平

超 5mmol/L 可确诊

众所周知，糖尿病有很多并

发症，但却很少人听说过糖尿病

合并乳酸性中毒。广东省第二中

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莫伟表

示，乳酸性酸中毒是因血液中的

乳酸太多引起的。

相比于其他疾病，糖尿病乳

酸性酸中毒起病都比较急，呼吸

变得又深又大 （还伴烂苹果

味），有神志模糊、嗜睡、昏迷等

症状，可伴恶心、呕吐、腹痛。 缺

氧可引起发绀、休克及糖尿病症

状加重。 莫伟主任提醒，乳酸性

酸中毒后果很严重， 死亡率极

高。 在诊断上，血乳酸水平超过

5mmol/L，便可确诊为乳酸性中

毒。

降低血乳酸水平

应治疗预防两手抓

莫伟主任表示，对于糖尿病

乳酸性酸中毒， 应以预防为主，

同时要及时发现及时治疗。

在预防上，应积极治疗各种

可诱发乳酸性酸中毒的疾病。同

时，糖尿病患者应戒酒，并尽量

不用可引起乳酸性酸中毒的药

物。在糖尿病治疗中不用苯乙双

胍。 凡糖尿病肾病、肝肾功能不

全、大于 70 岁的老人、心肺功能

不佳者以及有双胍类药物过敏

患者，也应停用双胍类药物。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内分泌

科主任医师 莫伟

不小心着凉感冒没当回事，

老人连续咳了一个星期没就医，

腰椎竟然被咳断，动弹不得。

78岁的王珍女士多年来一直

独居在疗养院， 半个月前不小心

着凉，开始咳嗽不止。 日前，她猛

地咳嗽一阵后，腰部剧烈疼痛，便

再也起不了身。

接诊的武汉市中医医院风湿

科、 针灸科主治医师黄裳为其做

CT检查后发现， 患者有明显的骨

质疏松，且腰 1、腰 3 椎体都出现

压缩性骨折。“患者的腰椎断裂伴

随骨髓水肿， 证实骨折并非陈旧

性的，而恰恰是因咳嗽引起的。 ”

明确病情后， 黄裳为患者采

取了中医传统疗法， 治疗十余天

后，王女士的疼痛感逐渐消失，咳

嗽也缓解了。

黄裳医师指出， 老年人尤其

是绝经期后的女性， 骨质疏松是

常见现象。 专家建议，老年女性一

定要注意补钙， 平时可以多晒太

阳、多运动强身健体，饮食上可以

适当吃点钙片或含钙高的食物，

来防止骨质疏松。

据《武汉晚报》

刘军主任正在查看吉大爷

的术后情况

人工心脏瓣置换术是处理心

脏瓣膜疾病较为常见的一种手术

治疗方法，然而，该手术最佳的适

应群体为 16 岁至 65 岁。 对于年

龄超过 70 岁的患者来说，不仅并

发症多，且手术死亡率极高，因此

绝大多数采取保守治疗， 对于年

龄超过 80岁的患者更是如此。 日

前， 贵州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专

家团队， 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成熟

的医师团队， 为一名患有风湿性

心脏病的 82 岁患者，成功实施了

人工心脏瓣置换术。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2 岁的

吉大爷，因风湿性心脏病，导致其

长期遭受胸闷、 气促等病症的困

扰。 然而，就在前不久，吉大爷还

因为心脏功能不好，出现了晕厥，

事后， 被家人送至贵州省人民医

院救治。

据心脏外科主治医师王崇刚

介绍， 老人入院时情况不是很理

想， 经诊断发现其因多年的风湿

性心脏病， 导致其心脏的主动脉

瓣出现了严重的钙化和增厚，影

响了全身正常供血， 如不及时治

疗，后期不排除诱发猝死的可能。

与此同时，吉大爷还伴有冠心病、

肺气肿、 肠管状腺瘤等诸多并发

症。

为帮助吉大爷尽快摆脱病痛，

在取得患者及家人的认同后，心脏

外科主任医师刘军带领贵州省人

民医院心脏外科专家团队，为吉大

爷实施了低温体外循环下主动脉

瓣置换术。 对此刘军主任表示，该

手术一般最佳的适应群体为 16岁

至 65岁，由于此类心脏手术，都需

要依靠人工心肺机实现体外循环，

年龄越高，风险就越大。

因此，从麻醉到开胸，再到实

行主动脉瓣置换术， 整个手术过

程，主刀医师刘军及其带领的团队

都必须做到精益求精，同时还要尽

可能控制手术时间。 1 月 15 日当

天， 在历时 3个多小时的手术后，

吉大爷被成功患上了人工主动脉

瓣，之前的胸闷、气促等不适

感也随之消失。

事后，经过一个多星

期的术后康复治疗，1 月

23 日上午，吉大爷已能

逐渐下床活动。 谈及术

后感受，吉大爷不禁露

出了笑容，并对为其实

施手术的刘军主任等

专家表示了感谢。

据悉，截至目前，超

过 80岁高龄的此类手术，

不仅是我省首例，同时在西

南片区、乃至全国也暂未检索

出类似案例。 随着老龄化，此类

高龄病人手术成功开展， 标志着

贵州省人民医院麻醉心脏外科和

重症监护等科室水平又有新突

破， 也为将来更多高龄心脏瓣膜

患者带来积极有效的治疗手段。

本报记者 王杰

健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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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82岁老人 成功实施心脏瓣置换术

十余年来， 李先生每年都会

晕倒几次，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低

血糖。 直到最近再次晕倒摔伤头

部住院， 才被发现是患上了致命

的夜间猝死综合征， 随时可能发

生心源性猝死。

当日凌晨，45 岁的李先生起

床上厕所， 突然眼前一黑晕倒在

地，头部重重磕在马桶上，家人赶

紧将他送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就

诊。 接诊的心内科吴瑞霞医生详

细询问后得知，十多年来，李先生

平均每年都要晕厥四五次， 他一

直认为是低血糖。 检查中医生发

现，李先生心电图检查显示异常，

进一步检查确诊为罕见疾病布鲁

加达（Brugada）综合征。

“患者存在很高的心源性猝

死的风险。”该院心内科主任成忠

介绍，布鲁加达（Brugada）综合征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因基因异常所

致的家族性原发心脏疾病， 属于

心源性猝死的高危人群。 患者的

心脏结构大多正常， 临床表现为

因室颤或多形性室速引起反复晕

厥，甚至猝死。 患者以青年男性居

多，常有晕厥或心脏猝死家族史，

多发生在夜间睡眠状态， 所以又

被称为“夜间猝死综合征” 。 发作

前通常无先兆症状， 发作间期也

无任何症状，因此，这一病症可以

说极度凶险。

成忠主任提醒， 晕厥有良恶

性之分，临床上，很多疾病都可能

导致晕厥， 甚至可能是恶性疾病

的前兆， 因此一旦出现晕厥症状

需要及时就诊，排除危险疾病。

据《武汉晚报》

今日提醒

咳嗽不就医 “咳” 断腰椎

下周二，贵州省肿瘤医院小儿外科专家将值守本报“健康热线” ,读者可拨打

85811234 与专家交流；招募两名患者到现场与专家面对面，报名电话：15885017798

儿童肿瘤 该如何识别和防治

本报讯 1 月 29 日（下周二）

14时至 15时，贵州省肿瘤医院小

儿外科副主任夏剑锋， 将值守本

报“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针对有

哪些不为人知的儿童肿瘤， 以及

这些肿瘤该如何防治的话题，与

广大读者进行交流。

儿童肿瘤都包含哪些？ 诱发

这些恶性肿瘤的高危因素是什么？

作为家长，在早期能通过哪些方面

进行自我辨别？如孩子不幸患上肿

瘤，是否只能进行手术治疗？ 儿童

肿瘤可以接受化疗吗？目前应对这

类儿童肿瘤， 都有哪些治疗方法？

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做好

儿童肿瘤的防治工作？针对此类问

题，1 月 29 日 （下周二）14 时至

15 时， 读者可拨打热线电话

0851-85811234与专家交流。

若读者未能打进热线，可关注

“贵阳晚报黔生活”（gywbysh）微

信公众号后，将欲咨询的问题进行

发送， 本报将把问题转给专家，并

在贵阳晚报“健康森林”版面刊登

专家的相关解答内容。

另外，本报将面向社会招募两

名患者， 来现场与专家面对面交

流，期间不收取任何费用，报名电

话：15885017798。

（本报记者 王杰）

热线预告

临床上的腿部疼痛、怕冷、麻木、皮

肤瘙痒、肿胀、间歇性跛行等，与“老

寒腿”的症状相似，但不一定都是“老

寒腿” 引起的，近六成是静脉曲张等

血管疾病。一旦出现以上症状，要及时

到正规医院的血管外科进行检查，不

能盲目依靠热水泡脚解决。

泡脚时， 局部温度增高， 热胀冷

缩， 会导致静脉扩张， 尤其是皮肤血

管， 长时间热水泡脚使静脉扩张且曲

张程度加重， 而对于本来回流不畅或

阻塞的静脉曲张而言，更是“火上添

油” ，加重血液淤积，导致毛细血管破

裂，形成皮肤上的出血点，时间久了形

成色素沉着 ，腿部颜色变黑，甚至可

使病情加重或恶化。 对于有静脉曲张

三期后症状及重度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的患者， 这种做法不仅危险甚至可能

加重病情导致截肢。

上海长航医院普外科 葛向前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一项研

究显示，遭受严重欺凌可能影响青少

年大脑发育，增加出现心理问题的风

险。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

分析 600多名 14岁至 19岁青少年的

调查问卷和大脑扫描结果，发现其中

30多人经常遭受欺凌。与不受欺凌的

同龄人相比，常受欺凌的研究对象大

脑尾状核和基底核较小，19 岁时焦虑

水平较高。

刊载在英国《分子精神病学》上

的这篇论文写道，常受欺凌的青少年

大脑发生的生理改变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解释为什么这些孩子焦虑水平

较高。 研究人员还强调，青少年时期

是大脑发育的重要阶段。 黄敏

无故恶心呕吐

警惕乳酸性中毒

医生手记

有此一说

“蚯蚓腿”

冬天泡脚有风险

受欺凌或影响

青少年大脑发育

睡不够 脾气大

据悉，给高龄患者做此类手术，系我省首例；现老人已能下床活动

刘军主任（右一）带领

心脏外科专家团队， 为吉大

爷进行手术

频频晕倒———

以为是低血糖 不料是罕见病

贵州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专家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