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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上课老睡觉走路总跌倒
医生提醒：嗜睡并频繁摔跤或是慢性睡眠障碍引起
武汉晚报讯 （记者汪文琪 通讯员
应述辉）12日上午，18岁的小文终于出
院重返课堂。 回想过去一年总在责怪
女儿“贪睡“，小文妈妈十分愧疚，她根
本没想到孩子是患上了发作性睡病。
去年9月开始， 小文就总是犯困，
上课更是控制不住经常直接睡着，学习
成绩直线下滑。小文妈妈起初并没有特
别在意， 以为女儿晚上偷偷玩手机，没
有正常休息。 今年4月开始，小文爱犯
困的毛病加重，有时候走路也会毫无征

医生为小文进行睡眠监测检查

兆地突然跌倒，最多一天内跌倒了3次。
小文妈妈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带着她来
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湖北省新华
医院），向睡眠专家求助。
该院神经内科余勇飞团队为小文
进行了睡眠监测检查。从整夜睡眠监测
结果来看，除了入睡比较快，睡眠潜伏
期缩短以外，其他没什么特别。 但日间
多次小睡潜伏期试验结果检测信号显
示了特殊的变化： 正常人在入睡后60
分钟才会出现的快动眼睡眠期，小文在

6分半钟的时候就出现， 而且4次小睡
测试中有3次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随
后，余勇飞团队为小文制定了详细的治
疗方案。
余勇飞副主任医师判断，小文频频
跌倒、 日常嗜睡是发作性睡病引起的。
他说，发作性睡病是一种病因不明的慢
性睡眠障碍， 多发于10到20岁和35岁
的人群，抵抗力较低为诱因，发病率只
有万分之四，往往伴有猝倒发作、睡眠
瘫痪、睡眠幻觉等其他症状。

“
中草药王国”神农架
将办世界中医药论坛

老人煎包噎喉后喝水险丧命
医生提醒：包子馒头遇水发胀更易
“封喉”
武汉晚报讯（记者苏金妮 通讯员
周莉 陈舒） 老人吃煎包时突然噎住，
家人赶紧喂水后他却呼吸急促、 脸色
发紫， 只能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
抢救。 急诊科医生告知，喂水后导致卡
住的包子膨胀，把喉咙堵得更厉害，这
一举动险让老人丧命。
9月10日早晨，年过七旬的李先生
像往常一样，边吃煎包边与家人聊天。
谁知一个煎包还没下肚， 老人突然噎

住，捂着胸口呛咳不止。 家人见状赶紧
给他喂水， 没想到一口水下去后老人
突然大口喘息，脸色更是憋得青紫，大
家赶紧将他送到医院抢救。
“患者送入抢救室时，心跳呼吸都
停了。 ”武汉市第三医院急诊科医护人
员说，经过清理呼吸道、充分给氧等抢
救措施后，最终老人恢复呼吸和心跳，
现已转入重症监护室住院治疗。
急诊科主任汪建高提醒， 吃包子

以为是颈椎病 不料是脑缺血

女子头晕10年
竟是椎动脉堵了
武汉晚报讯（记者刘璇 通讯员罗
瑶）头晕10年，以为患上了颈椎病。 近
日， 涂阿姨在武汉市第六医院神经内
科找到了头晕的真正原因， 竟是双侧
椎动脉狭窄导致的大脑缺血。
62岁的涂阿姨酷爱绣十字绣，10年
来常常头晕眼花，以为是患了颈椎病，无
奈停绣。9月11日，她出现严重头晕，还不
停恶心呕吐， 家人赶紧将她送到武汉市
第六医院。 经头颈部CTA及脑血管造影
发现，涂阿姨双侧椎动脉狭窄，已经堵了
90%，随时都会有大面积脑梗的风险。 神
经内科主任欧阳存带领介入团队植入2枚
支架后，涂阿姨的头晕症状明显缓解。
欧阳存主任提醒， 并非所有的头
晕都是颈椎病引起， 还有可能是脑卒
中的报警信号，特别是患有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等基础病的患者，一旦出
现头晕、 肢体麻木、 视力障碍等症状
时，应尽快到医院看诊。

当地中草药资源占全国1/6以上

馒头被噎住时，千万别忙着去喂水，这
有可能让水误入气管引起呛咳。 同时，
包子馒头遇水后发胀， 喉咙被堵会引
发窒息，严重者甚至当场丧命。 因患者
之前患过脑梗。 神经内科主任何静提
醒，“很多脑梗患者吞咽困难， 这类病
人在进食时要相当小心。 ”对于患有脑
梗的老人， 尽量不要吃煎包等较坚硬
的食物，可以选择易吞咽的流食，进食
时记得细嚼慢咽。

暴躁易怒还嗜睡

老人性格突变原是缺氧所致
武汉晚报讯（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
李俊平 乐文卿）原本个性温和的老人
突然变得脾气暴躁，动辄骂人，家人对
这个变化不知如何是好， 直到发现其
开始嗜睡且很难叫醒， 才想到前往医
院就诊。 检查结果显示，老人性格突变
居然是因二氧化碳潴留引起缺氧所
致。
今年70多岁的刘爷爷家住后湖，
平日为人很随和。 最近，老人像是变了
一个人，变得脾气暴躁，有时候还会在
楼下大声叫骂，家人开导也收效甚微。
12日， 原本每天按时早起锻炼的刘爷
爷直到上午10点还在睡觉， 怎么喊也
叫不醒， 家属立即将老人送至汉口医
院。
该院呼吸内科蔡志芳主任诊断，
老人为慢性阻塞性肺病、肺性脑病，随
即用呼吸机为其辅助呼吸， 刘爷爷逐

渐清醒， 但无法清晰记得近日自己身
上发生的事。
蔡志芳解释， 刘爷爷患的是肺性
脑病，又称肺性脑综合征，是慢性支气
管炎并发肺气肿、 肺源性心脏病及肺
功能衰竭导致的二氧化碳潴留及缺氧
而引起的高碳酸血症及低氧血症。 临
床表现有意识障碍等精神症状， 如性
格大变、兴奋不安、言语增多、出现幻
觉妄想等。
针对老慢支肺气肿病人如何预防
肺性脑病，蔡志芳建议，首先要防止肺
部感染复发， 切记禁用安眠药和镇静
药，勿吸入高浓度氧；其次，要积极改
善通气、纠正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通
常提倡家庭氧疗， 用家用便携式呼吸
机来纠正；如发现病人变得嗜睡，性格
变化极大，应立即到医院就医，进行早
期治疗。

武汉晚报讯 （记者胡义华 通讯员刘
敏）10月12日至15日， 世界中医药健康论
坛将在“中草药王国”神农架举行。 9月12
日， 湖北省委宣传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透
露，届时将有来自国内中医药院士专家、国
医大师、海外中医药顶尖专家学者、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等代表350余
人齐聚神农架，聚焦中医药大健康发展。
这是世界中医药健康论坛首次在湖
北举行。 论坛以“传承神农中医药文化发
展大健康养生产业”为主题，包括祭祀药
祖炎帝神农氏、开幕式、主论坛、分论坛、
民俗活动、药膳品鉴、专家沙龙、产品展销
等10项内容，统筹融入“祭药祖、诵药经、
品药膳、访药市、探药谷、沐药浴”等6项特
色活动， 并就神农文化与中医药研究、中
医药资源保护与利用、中医药与健康养生
等进行分论坛专题讨论。
湖北省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神农
架的中草药资源种类占全国1/6以上，占湖
北2/3以上， 是重要的中药材种质资源库。
这次世界中医药健康论坛落户神农架，有
利于将我国优秀的中医药文化传向世界，
将国际先进经验吸纳进来， 促进中医药健
康养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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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牙后老人 2 月胖 6 斤，专家称：正常现象

急急急：全城征集缺齿老人 免费享受水激光种植
最后三天！ 中、韩、意三国大咖齐聚德韩口腔亲诊
“我真后悔。 年轻时人称‘王老虎’，职
业习惯雷厉风行，却在种牙上一拖再拖，拖
了 8 年！ ” 一位退休爹爹说，“从缺 1 颗到
缺 6 颗！”今年上半年爹爹在德韩口腔体验
了水激光种植牙齿， 没想到种后 2 个多月
竟然胖了 6 斤多，身体也比以前硬朗很多。
明知缺牙危害大
爹爹缘何等 8 年？
种牙前爹爹日渐消瘦，子女们心急如焚，
买了很多保健品和补药给爹爹吃，身体仍没有
任何起色，爹爹猜测缺 牙 才是 罪 魁祸首。
来到医院，德韩口腔种植院长张宁问，
为啥等脸变形了才来做种植牙？ 爹爹不好
意思地说：“说出来也不怕您笑话， 种牙我
德 韩 口 腔·一 城 三

怕疼，怕麻药离脑子近得老年痴呆”。“有水
激光不用担心的，可以减少环切的疼痛，术
后也不肿痛，你的选择是对的。 ”德韩口腔
张院长耐心解释道。
轻松得好牙
认准德韩口腔 YSGG 水激光种植
德韩口腔本次引进的国际一流种植技
术 YSGG 水激光种植， 真正实现超微创、
无痛不出血、恢复快的舒适化种植，是种植
技术的重大革新和飞跃， 造福万千缺牙患
者，轻轻松松种一口好牙。
国际种植大咖云集
水激光种植免费享
水激光种植掀起了口腔种植界划时代
院 ： 沿 江 大 道 江 景 店

革命，作为全国连锁品牌，九城十九院，德
韩口腔敢于在行业之先推出水激光无痛种
植， 引来了中、
韩、意国际种植
大咖团加盟。
据悉，国际
口腔种植新技
术峰会将于 9
月 16 日在德韩
口腔江景店隆
重举行，到场可
抢免费水激光
种植名额。
疼痛种牙终结者！

王 家 湾 摩 尔 城 店

一城三院·大咖云集·特惠狂欢
9 月 16 日专场特惠
0 元享： 挂号费、CT 全景拍片费、专
家诊疗费、种牙设计费
来就送：品牌食用油 + 月饼
消费礼： 消费满 500 元起即享砸金
蛋，100%中奖，格力电风扇、美的电饭煲、
大牌口红免费抢！
狂欢礼：水激光种植全免名额免费抽！
进口种植套餐 2980 元 / 颗；
另：即日至 9 月 16 日，中、韩、意国际
专家亲诊，16 日当天种植牙免收水激光技
术操作费，市民朋友请抓紧报名！
报名热线：027-83308883

古 田 凯 德 西 城 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