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健康·医疗

2019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三

责编 刘明 美编 霍志清 校对 郑超

2018 年武汉这家医院确诊 1 万多例异常胎儿

专家：孕妇应接受孕早期排畸检查
武汉晚报讯（记者黎清 通讯员周
建跃 温红蕾 黄洁莹）29 岁的孕妈妈
陈女士在孕 12 周超声检查时，发现自
己竟然怀的是一对“连体婴儿”，因为严
重畸形，及时终止了妊娠，避免了更大
的身体和精神损伤。9 月 12 日是“中国
预防出生缺陷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超声诊断科专家提醒，孕妈妈应重视孕
早期超声检查，部分严重结构畸形可在
12 周左右确诊，在预防出生缺陷中，超
声检查是最常见的检测方法，也是孕期
的重要检查项目。
9 月 9 日，黄石市的陈女士到医院
做 12 周建档和产检。超声科医生在给
她做 NT 检查时意外地发现腹中双胎
有些异样，两个胎宝宝面对面抱着，只
有一个心脏在跳动。当地医生无法确
诊，建议陈女士立刻转诊到省妇幼保健
院。
该院超声诊断科主任赵胜经过 30
分钟的仔细探查后，终于看清楚了两个
宝宝的情况。
“ 这对双胞胎是胸腹连体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超声诊断科主任赵胜正在给孕妈做检查
胎儿，他们不仅胸腔及腹腔脏器连体，
而且心脏也是连体的，两个胎儿共用一
个心腔同时合并严重的先天性心脏
病。”赵胜介绍。

“连体双胎是比较罕见的胎儿畸
形，如何将胸腹连体同时合并心脏连体
的两个孩子手术分离，至今都是一个医
学难题。”参与会诊的产科专家介绍，幸

胸闷心悸以为天热

一查才知是糖尿病性冠心病
武汉晚报讯（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
潘文晶 杜盼 实习生朱梦琪）常常感觉
轻微胸闷、心悸，患者宋先生猜测是天
热引起身体不适，到医院详细检查后，
才发现是糖尿病性冠心病，经过对症治
疗，症状得以缓解。
今年 57 岁的宋先生家住汉口二七
路，有多年糖尿病史，平日，他严格遵守
医嘱，定期服药、检查来控制血糖，对自
己的身体状况变化也非常注意。8 月
底，他开始常常感觉胸闷、躁热，心脏还
有微微刺痛的感觉，稍微活动一下就出
汗。起初，他并未在意，后来发现毫无
缓解，考虑到自己一直患有糖尿病，近
日，宋先生赶到市汉口医院检查。

该院胸痛中心胡家顺主任为其诊
查，了解到宋先生患有多年糖尿病，结
合心电图和 CT 检查结果，确诊为由糖
尿病引起的心血管病变，冠状动脉供血
不足导致了他出现胸闷症状。
医院立刻启动胸痛应急预案，对患
者进行介入冠状动脉检查，术中发现，
冠状动脉迂曲狭窄，有一支分叉血管严
重闭塞。医生通过导丝将闭塞血管打
通，恢复部分血流供血，胸痛症状明显
缓解。由于宋先生处于急性发作期，身
体情况暂不适合接受支架手术，后期将
择期进行。
胡家顺提醒，糖尿病病人病程长，
容易引起血管性病变，甚至导致血管闭

塞，闭塞发生在冠状动脉，情况就更加
凶险。糖尿病患者除了要注意监测血
糖外，还应多关注血管病变，有胸闷胸
痛等不适症状应及时就诊。
胡家顺主任介绍，糖尿病患者心肌
发生严重缺血、缺氧时，因感觉神经功
能受损，使疼痛症状变得轻微和不典
型，部分患者往往没有心绞痛症状，甚
至出现急性心肌梗死等危重情况时仍
毫无知觉，这种无痛性心梗极易误诊、
漏诊，也是造成休克甚至猝死的原因之
一。因此，糖尿病患者即使没有心血管
病相应症状，也需定期进行心血管相关
检查，以便早发现、早干预。

重症先心宝宝呼吸心跳骤停

医护接力抢救转危为安
武汉晚报讯（记者王春岚 通讯员薛
源）38 天大的男婴患严重先心病，
做检查
时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好在身边就是医
生护士，连忙安排抢救，终于救回了孩
子。目前，
他已成功接受
“修心”
手术。
婴儿叫小宝（化名），
家住鄂州，
出生后
被检查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
心脏有室
间隔缺损、
房间隔缺损、
动脉导管未闭等多
种疾病。为完善检查，
父母将小宝送到武

汉儿童医院心胸外科，
寻求进一步治疗。
8 月 29 日，38 天大的小宝带着氧管，
在院内救助中心护士的陪同下，到该院医
技楼二楼儿童超声科做心脏彩超检查。
中午 11 点 21 分左右，正在给小宝做
检查，超声科袁莉主任突然发现，心电图上
孩子的心跳变慢，又看到孩子嘴唇也变得
青紫。意识到孩子随时可能发生心跳呼吸
骤停，她立即放下探头，给小宝做心肺复

武汉存济口腔医院多重免费感恩江城教师
教师群体经常接触粉尘、长时间用
嗓，常口干舌燥，口内唾液减少，唾液粘
稠度增加更易形成牙菌斑。教师们在繁
忙的工作压力下往往忽视口腔问题。口
腔疾病常是缓慢发生的，早期多无明显
症状不易察觉，等出现疼痛时可能已到
了疾病的中晚期，治疗起来会遭受更大
的痛苦，花费也更多。老师职业应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口腔检查、一次洁牙（洗
牙），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武汉存济口腔医院开展教师节“一
口好牙致恩师”专项优惠活动，9 月 6 日

起凭教师资格证来院可享多重福利：到
院赠送精美伴手礼、免费挂号拍片及牙
齿全套检查、免费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子
女 免 费 涂 氟 或 窝 沟 封 闭 一 次（12 岁 以
下）、洁牙半价、诊疗 8 折、免费申请种植
体（限区级以上优秀教师）。
该针对教师的回馈活动长期有效，
武汉存济口腔医院采取预约机制，请老
师们提前一天电话预约，带好教师证按
时前往就诊。关注“武汉存济口腔医院”
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老师”即可预
约。报名咨询：027-63376888

苏，并大声呼救。
发生呼吸心跳骤停后，人体大
脑逐渐缺血、缺氧，一般 4~6 分钟
就可发生不可逆的损害，必须抓住
黄金抢救时间。听到呼救，旁边诊
室的医生护士立即过来支援，大家
合抱住孩子胸部，一边按压一边抱
着他冲向一楼急诊抢救室。
11 时 25 分到达抢救室，急诊
科张思敏医生迅速接过孩子，继续
进行心肺复苏。此时，孩子皮肤发
黄，心电图成一条直线，但还有温
热的体温。张思敏和同事抢救 10
分钟后，11 点 35 分，小宝哇的一声
哭出来，恢复了自主呼吸，面色也
逐渐红润。暂时脱险了！
“活过来了！”抢救室里另外一
位患儿妈妈，
目睹了抢救全过程，
跟
着紧张不已。听到孩子哭声，她不
禁流下眼泪。得知孩子抢救成功，
小宝的爸爸和奶奶也在抢救室外激
动地哭了，
拉着医生连声道谢。
9 月 2 日 ，小 宝 顺 利 接 受“ 修
心”手术，目前还住在监护室密切
监测生命体征。

好在孕 12 周就发现了问题，可以及时
终止妊娠。如果拖到孕 22 周做大排畸
超声时才发现，部分孕妇可能需要剖宫
产取胎，这对产妇的身体、精神和经济
都会有更大的损伤。
从查出到确诊畸形，只用了两天时
间。陈女士的心情也经历了大起大落，
“本来怀孕挺高兴，发现畸形就非常痛
苦，后来听了医生的介绍，我又觉得庆
幸，幸好发现及时。”
目前，12 周的 NT 检查是孕期常规
必做检查之一。赵胜建议所有孕妇都
要在 11~14 周时接受早孕排畸检查。
他介绍，2018 年，该院超声诊断科总计
完成产科超声筛查 179735 人次，检出
阳性单胎 12636 例、阳性双胎 171 例，
其
中在孕早期检出的阳性病例高达 948
例，占到了 7.4%。他表示，孕早期胎儿
活动空间较大，
肢体可自由伸展，
所以露
脑畸形、脑膨出、腹壁缺损、严重的肢体
缺失等畸形相对更容易被发现。一旦
发现，
可以在孕早期终止妊娠。

5 岁女童玩闹时眼睛受
“小伤”
时隔两月才现严重后果

专家提醒：
家长的安全教育很重要

武汉晚报讯（记者王恺凝 实习
生朱梦琪 通讯员田娟 陈如东）兄
妹玩闹时妹妹意外受伤，当时眼睛
上仅有一道小伤口，并未引起重视，
时隔两个月才发病。专家提醒，家
长的安全教育很重要。
6 月中旬，5 岁的小丽和哥哥玩
闹时，哥哥不小心用雨伞戳到了她
的眼角，当时她眼睛的下眼睑处有
一道小伤口，父母立刻带她去当地
医院检查，医生说伤口很小，开了点
药，让小丽回家休养，小伤口一段时
间后就会愈合。
但最近，小丽常说自己右边眼
睛 痛 ，眼 球 充 血 很 严 重 。 8 月 27
日，小丽的右眼外凸越来越明显，父
母带她来到同济医院就诊。
眼科医生检查后发现，小丽的
眼眶上缘水平，用听诊器能听到和
心跳一致的吹风样杂音，怀疑有外
伤引起的颈内动脉海绵窦瘘的可
能，建议找神经外科脑血管病主任
医师于加省看看。
于加省为小丽进行了检查，发
现下眼睑处有一个很淡的疤痕，右
眼球结膜充血、红肿明显，可以直接
触及到明显的搏动。考虑到小孩在
2 个月前的眼部外伤史，基本可以
确定这是一例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
窦瘘（TCCF），且是非常少见的儿
童型。
8 月 29 日，小丽接受了手术治
疗，术后恢复很顺利，9 月 10 日，出
院一周的小丽已重返幼儿园。
于加省介绍，TCCF 常常是由
严重脑外伤引起的，会出现搏动性
突眼、结膜充血、水肿，延误病情可
引起视力损害或眼球运动神经损
害，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于加省提醒，小朋友玩耍中遭
受严重外伤的事件屡有发生，锐器
造成的眼部外伤，尽管未伤及眼球，
但仍可造成严重后果，由于临床症
状多出现在眼部，初期症状不明显，
容易漏诊，需请家长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