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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打一个月游戏 手指不能动了

女子玩手游玩断拇指肌腱
武汉晚报讯 （记者伍伟 通讯员肖志宏 荆彤）
女子连续玩五周手机游戏，前天拇指突然动不了了。
到医院检查，居然是玩游戏太疯狂玩断了手指肌腱。
28岁的冯小姐是办公室会计，每天除了工作，业
余爱好就是玩手机游戏。 不想一个多月后，她的右手
大拇指就动弹不得。 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后，冯小姐
告诉手外科医生， 自己玩游戏时习惯用双手握着手
机， 拇指在屏幕上划划点点。 以前爱和朋友一起玩
“王者荣耀”，最近又迷上了“吃鸡游戏”，每天都要花
五六个小时以上在手机上。 前天晚上，她和同事一起
组团打游戏， 打完一场下来发现右手拇指疼得不能
动。

只喝啤酒和饮料 从来不喝白开水

妈妈担心孩子遭罪 小病拖成大麻烦

男子尿结石术后60天又长满

泪道堵塞3年不得不做全麻手术

武汉晚报讯（记者伍伟 通讯员陈雁南 江维）每天饮
料当水喝，男子腹痛难忍被查出输尿管结石，做完手术后
才两个月再次复发，竟是因为水喝少了。
家住汉口的陈先生今年33岁，平日里喜欢喝饮料，一
天到晚都是可乐、 橙汁换着喝， 晚上消夜时还会搭配啤
酒，几乎没喝过白开水。 两个月前，陈先生因腹痛难忍被
家人送到武汉市第四医院。 经检查，陈先生患上了左输尿
管结石，而罪魁祸首就是他终日为伴的啤酒和饮料。 医生
建议他进行激光碎石手术。 手术中在左侧输尿管置入双J
管一根，上周，陈先生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取出双J管。 术
中却发现左侧输尿管又长满结石，这距离上次取石才2个
月。
陈先生结石反复发作，除体质原因外，和他的饮食
生活习惯关系很大，不爱运动，水喝得不够都容易导致
肾结石反复发作。 泌尿外科刘功学医师解释，对于陈先
生这种情况，可进行结石分析确定结石的成分，再进行
针对性的预防。“少喝啤酒饮料、多喝水、多排尿是预防
结石的最佳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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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接诊的邢丹谋主任对冯小姐的右手大拇指
进行仔细检查，同时询问病情，结合X光片和B超检
查后诊断为：右拇长伸肌腱自发性断裂，也就是人们
俗称的“插秧手”，需要手术修复。
玩手机游戏居然会把手指肌腱玩断？ 该院邢丹
谋主任介绍，该病原本多见于农民春季插秧时，主要
由拇食中指捏住秧苗，然后以“叩头”样动作，将秧苗
插入土中。 此种反复多次机械刺激容易使拇指伸肌
腱在腕部摩擦、发炎，直至断裂。
邢丹谋主任说， 冯小姐每天玩手机游戏的时间
过长，右手拇指要反复滑动手机屏幕，这样多次机械
性刺激使拇指伸肌腱在手腕部摩擦以至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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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记者王春岚 通讯员张璟祎）孩
子患先天性泪囊堵塞， 需要做冲洗治疗来疏通，
可妈妈担心孩子遭罪，舍不得他做治疗。 拖延几
年后，孩子病情变严重，不得不做全麻手术来解
决问题，妈妈后悔不已。
4岁的辰辰（化名）来自湖北省宜昌市，从小
就眼泪多、眼屎多。 3个月大时，妈妈吴女士带他
到武汉儿童医院看病， 被诊断为先天性泪囊堵
塞，需要做冲洗治疗。 看到其他小朋友冲洗哭得
撕心裂肺，吴女士心疼儿子，没做治疗就带着孩
子回家了。
此后， 吴女士只是自己在家给儿子点眼药
水、做泪道按压来舒缓。 6月8日，辰辰鼻子旁边突
然鼓包，来到医院后，医生发现他泪道严重堵塞，
已有脓液，不得不疏通。 可经过几轮冲洗，脓液被
冲了出来，泪囊却始终冲不通，成功率99%的泪
囊探通手术对辰辰也不顶用，无奈医生只能安排
辰辰接受全麻下泪道置管手术，半年后再看能否
通畅。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吴女士十分后悔。
武汉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世莲介绍，先
天性泪囊阻塞是新生儿常见眼部疾病，如果不及
时治疗，长时间的炎症会令泪道粘连，久而久之
将泪道完全堵死，治疗起来更麻烦。 其实，最佳治
疗时机是宝宝出生的4-6个月， 大部分可安全无
创地疏通泪道。

春季都过了，还能长高么？
今天下午2点内分泌专家“微门
诊”给孩子支“高”招
武汉晚报讯 （记者黎清 通讯员周建跃 温红
蕾） 近日，“好妈手册”（微信公号：whhaomama）粉
丝圈里，不少好妈妈们担心孩子的个头长不高。 针
对好妈妈们的疑问， 今天下午2点，“好妈手册”特
邀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科专家
方海宁，到“好妈”QQ群（680053094）线上“微门
诊”坐诊，告诉妈妈们让孩子长高的“秘密”。
方海宁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内分
泌专业，从事儿童内分泌遗传代谢病诊治多年，擅
长儿童矮小症、性早熟、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肾上
腺疾病、 肥胖症以及遗传代谢性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好妈手册
奔向好妈妈（备孕交流）
QQ群（742954372）
做个好妈妈（亲子交流）
扫码关注好妈手册
QQ群（680053094）

七旬爹爹缺牙 10 年，“德国专家团”30 分钟恢复全口牙

周日父亲节 带老爸“种”一口好牙吧
“父亲节”礼献全城，300 颗种植牙半价！ 免费升级高档牙冠 1 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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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做梦一样，我又找回年轻时的
啃咬快感。 ”
70 岁的肖爹爹年轻时是一名资深的美
食爱好者，10 年前缺了牙，曾戴过 3 副活动
假牙，饱受假牙折磨。
德国专家采用“CHEESE”即刻负重技
术，为其上下各植入 4 颗植体，恢复全口 20
颗牙的咀嚼功能。

种 1 颗牙“半价”

如来得巧……”
“六月感恩父爱”： 种牙一颗补
贴 50%， 德国专家团亲诊，8000 元
检查、诊疗、手术费用全免！

即种即走！
“即刻种”端午节畅快吃粽子
种好牙老人乐开怀，费用省几万！

“种上牙，粽子、排骨，都能跟家
人一起分享。 ”据德国专家介绍：“突
破传统‘缺 1 颗种 1 颗’，现在只需
种 2-8 颗，可恢复全口牙咀嚼，费用

援助
热线

中德专家团联合义诊

“父亲节”300 颗种植牙半价
关爱缺牙读者，挂号、CT 检查免费！

“预约电话老占线，所以就直接
过来报名了，这次优惠力度真大，种
一颗德国牙 能 比 以 前 节 省 好 几 千
元。 ”“早就想带老爸来种牙了，正好
遇上‘父亲节’活动，真是来得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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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 征集缺牙市民

报名火爆！

省几万，安全舒适！ ”
据悉，德国专家预约日日爆满，
想当天种牙的市民需提前预约。

武昌院：027-87006777

1、 德国高端种植牙专项补助 50%
2、 德 国 专 家 半 口 / 全 口 种 植 专 家 费
5000 元全免
3、 德国 3D 口腔 CT 检查、种牙方案设
计费 3000 元全免

汉口院：027-87009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