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吃饭时误吞一条鱼刺，霍

女士（化名）日前经历了一场劫

难。 这根鱼刺穿过咽喉部，进入食

管时偏离即将滑落到胃的路线，

中途插入主动脉，离心脏非常近。

医生提醒，鱼刺虽小，造成的

破坏性可以很大， 一旦有鱼刺持

续卡喉或者造成其他身体器官不

适的情况，勿擅自吞饭团强咽，应

尽早到医院由医生用专业器械将

其取出。

一条鱼刺

穿过食管插入主动脉

日前， 霍女士在家中吃晚饭

时吞下了一块鱼， 因没有咽喉部

刺痛，她没有意识到误吞了鱼刺。

再进食时， 霍女士感到非常明显

的胸痛，“我当时以为是自己心脏

突然出现问题了。 ”

直到两天后， 胸痛越来越明

显，并且牵扯到后背痛，出现反复

发热的症状， 霍女士才去医院就

诊。 在当地医院做胸部 CT，发现

其食管上段有一根鱼刺穿透食管，

刺入主动脉。由于鱼刺已经进入一

周，主动脉水肿明显，肿胀严重，加

上这个部位非常凶险，如不及时处

理将引起主动脉周围化脓及大出

血危及生命，霍女士随即被转诊至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该院心脏外科张卫达主任获

悉情况后， 考虑到鱼刺已扎破患

者主动脉一周， 并出现了发热和

主动脉局部血肿，立即安排手术。

鱼刺虽小

处理不好可危及生命

“鱼刺刺入主动脉的案例非

常少见，也非常凶险，一年出现的

几例中，死亡率高达 50%。”来自该

院心脏外科的副主任王晓武表示。

张卫达主任提醒， 临床上，

误吞鱼刺被卡的现象常常发生，

鱼刺卡喉， 人们习惯用吞咽米饭

或菜将鱼刺带入消化道， 或喝醋

希望软化鱼刺， 这些办法都是非

常危险的。 在临床上有不少报道

关于误食鱼刺造成的食道气管

瘘， 穿破血管感染后置换人工血

管或腔内支架再感染， 食道穿

孔胸腔感染甚至胃肠道穿孔

等， 花费了大量金钱还给身体留

下严重的后遗症。 所以，当鱼刺卡

喉时，千万不要吃食物反复吞咽，

应该到有相应设备的医院用咽喉

镜或食道镜取出鱼刺。 当然，重要

的是预防为主， 在吃鱼时尽量不

说话、不打电话、不看电视，应该

细嚼慢咽。 据《广州日报》

预防肺癌 还要警惕三手烟

近年来，身边的“肺结节患

者” 突然多了起来，特别是在体

检之后， 不少人都检查出了肺结

节。专家提醒，肺结节并不一定导

致肺癌，不必谈“节” 色变，预防

肺癌还应该警惕三手烟。

四川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主任医师蔡晓虹说，肺结节是指

边界清楚、影像不透明、直径≤

30mm、 周围为气肺组织所包绕

的单发或多发肺部结节病变。 肺

结节分为良性结节和恶性结节，

体检时发现肺结节并不代表有

肺癌，不用太害怕。 肺结节很大

一部分跟年龄增长、 衰老有关

系，是一个正常现象，大概 90%

以上都不需要处理，真正恶性的

比例较低。

蔡晓虹主任提醒，恶性肺结

节可能导致肺癌， 确实需要警

惕。 肺结节的产生跟吸烟有关

系，尤其更应该重视三手烟的防

控。 三手烟是指吸烟者吸烟后，

残留在衣物、墙壁、地毯、家具，

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面的固体

残留物。 “三手烟可以存留 200

天，例如在电影院、广场等公共

场所，三手烟比吸烟和二手烟的

危害还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

视。 ” 蔡晓虹主任说。

据新华社

下周三，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专家值守本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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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谈及冠心病，不少人

便将其与中老年人联系在一起。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无节制的饮食习惯和不良的生活

习惯， 已经令冠心病的发病年龄

越来越年轻化。

针对如何科学防治冠心病的

话题，5 月 8 日（星期三）14 时至

15 时， 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

主任医师、博士唐峰，将值守本报

“专家坐诊” 健康热线，与广大读

者进行现场交流。

唐峰主任说， 冠心病主要指

的是冠状动脉血管发生动脉粥样

硬化病变而引起血管腔狭窄或阻

塞，造成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

导致的心脏病。 此类患者常常被

胸痛、心绞痛等临床病症所困扰，

严重者甚至会诱发猝死， 危及生

命。

一些人由于缺乏相应的健康

常识， 普遍认为冠心病专属中老

年人，年轻人是不可能患该病的。

其实，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吃得越来越好， 再加上一些不良

的生活习惯， 使冠心病这类中老

年人易患的疾病， 从青少年时期

便开始“萌芽” 。 唐峰主任告诉记

者，如今就诊的冠心病患者中，最

年轻的仅为 20岁。

诱发冠心病的高危因素都有

哪些？ 在患病早期，可从哪些方面

初步判断是否患上冠心病， 以便

患者及时就医？ 目前，应对冠心病

都有哪些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和

手段？ 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防治冠

心病？ 针对此类问题，5 月 8 日

（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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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虚易疲劳

喝山药紫米粥

由于生活工作压力大，不少人都脸

色不好、脾胃虚弱、易疲劳。 对于这部分

亚健康人群，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药学部中药师陈晓庆推荐，早餐可

煲山药紫米粥长期食用， 能补中益气、

健脾养胃、止虚汗，适合脾胃虚弱、体虚

乏力、贫血失血、心悸气短者食用。

材料：鲜山药 1 段，紫米 100 克，红

枣 3~5个，冰糖适量。

做法：将紫米淘洗干净，倒入清水，

浸泡 1~2 小时。 山药去皮切滚刀块，红

枣去核洗净备用。 紫米同浸泡的水倒入

锅中，先用旺火把紫米煮沸后，改用文

火，煮至粥将成时，加入山药、红枣一起

煮 15分钟，加冰糖调味即成。

据人民网

营养课堂

冠心病 并非中老年人专属

本报讯 近日， 国际分娩专业

协会授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乌当

医院成为分娩导乐 / 产后导乐实

训基地。据悉，这是贵州省首家、全

国第二家国际分娩专业协会授予

的分娩导乐、产后导乐实训基地。

此次授牌仪式邀请了国际分

娩专业协会主席彭甄妮和国内专

家陈改婷、张晶、张秀珍、吴平，为

来自全国各地的 25 位导乐师讲

解专业知识。 记者了解到，贵州医

科大学附属乌当医院作为乌当区

唯一一家三级综合医院， 推广药

物分娩镇痛的同时， 着手开展导

乐分娩镇痛即非药物性分娩镇痛

技术， 旨在降低非医疗指针的剖

宫产率，提高分娩质量，让妈妈们

获得国际卫生组织倡导的最理想

的自然分娩方式。

导乐分娩，也被称为“舒适分

娩” ，是一种新型的分娩方式。 产

妇在分娩前、后以及过程中，均有

一位独属的持证国际导乐全产程

服务，服务包括分娩知识培训，分

娩时的生活护理、情感支持、心理

安慰，以及分娩后的健康护理、哺

乳指导等。

由于导乐分娩使产妇在整个

分娩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 可自

由运动，镇痛效果使宫缩更协调，

体力消耗降低， 加上产程中及时

进食进水，可缩短产程，改善产妇

的精神状态， 缓解恐惧和焦虑不

安情绪，避免产后抑郁症的发生，

并有利于产后母乳喂养。

（本报记者 李慧超）

25名各地导乐师 接受专业培训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乌当医院———

提醒：鱼刺虽小危害却很大，应及时到医院取出

误吞鱼刺 女子险丧命

扫描二维码，关注“贵

阳晚报黔生活” 微信公众

号，有健康问题随时问。

今日提醒

咖啡 +柠檬

保护心血管

希腊雅典大学医学院的心血管专

家，对伊卡利亚岛上居民们的生活习惯

进行了调研。 这是因为相对于欧洲其他

地区， 这座小岛的人多数身体健康、更

加长寿，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较低。 研

究人员发现， 在该岛屿近 700 名 65 岁

以上的老人中，87%的被调查者有每天

喝咖啡的习惯，而且他们钟爱用沸水煮

咖啡， 并同时加入一些柠檬皮和橙皮，

或者在饮用的时候吃点类似的水果。

研究领导者解释说，沸水不仅能从

磨碎的咖啡豆中提取到更多的营养物

质， 而且可以适当控制咖啡因的含量，

而柠檬皮和橙皮则富含多酚类物质和

抗氧化剂， 对血管肉皮起到保护作用。

据《广州日报》

有此一说

胆固醇过低

或引起脑中风

美国最新研究表明，胆固醇过低会

危害身体健康。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过低 （每分升血液中低于 70 毫

克）的女性患出血性脑中风（脑血管破

裂引起的颅内出血）的风险更高。 研究

员解释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过低的

女性患出血性脑中风的风险将高出 2.2

倍。

此外，报道称，结肠癌和肺癌等癌

症、肝功能衰竭，例如肝硬化和肝炎、甲

状腺疾病以及营养不良都与胆固醇过

低有关。 据环球网

据悉，该院是我省首家分娩导乐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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