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谢承爽

胡继勇是乐至县中医医院内二科主
任，1995 年毕业至今，一直奋战在内科临
床一线，凭借精湛的医术和兢兢业业的工
作态度，20多年来，他治好了无数患者，获
得同行、患者、家属的认可。今年 9月，这
位擅长治疗中风和肝病的内科医生被评为
了“乐至县十大名中医”。

一提到胡继勇，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
有一手“绝活”。“他对中风病症的治疗水平
远近闻名”，同事唐云春告诉记者，无论是
对患者病情的诊断，还是治疗、用药，再到
病人治愈后的康复训练，他都掌握得非常
精准。

胡继勇至今还记得，1995年刚参加工
作时，接诊了一个中风偏瘫病人。“患者是
一位民警，约 50岁，突然中风偏瘫了。”胡
继勇说，当时医院条件有限、药品少，为了
治好患者，胡继勇精心制定了治疗方案。
经过几个疗程的治疗，患者逐渐恢复了生
活自理能力。“现在患者在街上碰到我，还
主动招呼问候，非常感谢把他‘中风’治
好。”胡继勇说。

20多年来，胡继勇见证了乐至县中医
医院的发展变化，通过临床实践、进修学

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医生这一行，不管是中医、西医，都要

不断学习，终身学习。”胡继勇说，他曾先后
到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成都中医药大学
进修。

从医多年，对中医、西医的结合，胡继
勇有自己的心得。“选择中医或者是西医，
并没有定论，要根据患者病情、病程的进展
来判断。”胡继勇举例说，像肺部感染这一

类的疾病，前期病情比较急，要用西药先把
症状消除，然后再结合中医的治疗，效果会
比较好。“像中风、脑梗等类型的疾病，采用
中医的方式处理，患者愈后效果会更好。”

从医几十年，胡继勇用精湛的医术，赢
得了患者的认可，很多患者都把他当自家
人。“有个姚婆婆 70多岁了，心脏不太好，
经常来找我看病开药。”胡医生说，姚婆婆
的儿子在外地开民宿，姚婆婆经常邀请他

去那边旅游，从来没把他当外人。“她对我
非常认可，她们家谁生病了，经常是‘组团’
来找我看。”

胡继勇师承四川省名中医、省中医院
的常克教授，曾于 2013 年至 2016 年随常
教授学习了三年。“除了跟着名医坐诊，还
会向他学习理论，这样的学习培训对我们
这样的基层医生业务能力的提升是有很
大帮助的。”对于中医的发展前景，胡继勇
很看好，“很多人对西药接受度不高，内心
还是比较排斥的，中药的群众基础更深，
接受人群更多。”胡继勇介绍，像小儿感冒
发烧，西药见效快，但是用中药熬水洗澡，
有利于患儿发汗降温，效果比西药好，病情
不易反复。

“每天要面对承受病痛的患者和焦虑
的家属，医生工作既辛苦也压力大。”胡继勇
说，虽然医生的工作强度挺大，但是每当看
到病人病情好转，自己的心情就会很愉快，
内心充满了成就感。“也遇到过病人和家属
对医生态度不好的时候，我都耐心地给他们
解释，但医疗效果才是最好的说服力。”

谈起被评为“乐至县十大名中医”，胡
继勇说，这是大家对自己过去工作的认可，
希望今后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好地为患
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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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产妇发现巨大肿瘤
医生孕期管理保驾护航

今年 6 月，一直没来月经的雁江区回
龙镇居民杨昌惠在医院检查时发现已有身
孕4个多月，原本以为是月经失调，没想到
竟然是怀孕了，同时还发现子宫里有一个

比 4 个月胎儿还大的肌瘤，这让杨昌惠无
比焦急，她想生下这个孩子，但是能否平安
生育？肌瘤该如何处理？她对这个突然到
来的小生命又期待又担忧。

据了解，这是杨昌惠第 3 次经历剖腹
产手术，多次剖腹产形成的疤痕子宫、高
龄、巨大的子宫肌瘤，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杨
昌惠孕期和生产时的风险。

为平安生下孩子，杨昌惠来到雁江区
妇幼保健院。该院妇产科主任张琼非常重
视这位高龄孕妇，组织团队精心制定手术
方案，对杨昌惠进行全面评估，确定了孕期
系统化管理+剖腹产手术同时摘除肌瘤。

在孕期，随时监测肌瘤生长状况，心理
疏导、饮食营养指导、运动指导的护理模式
帮助杨昌惠平稳度过了孕期。

102分钟剖腹产手术
剥除肌瘤母子平安

杨昌惠的手术指导医生张琼说，子宫
肌瘤一般为良性肿瘤，但是这么大体积的
较少见；同时又合并妊娠，妊娠中子宫供血
充足，手术风险相对较高。

“像杨昌惠这样的情况，术中大出血的
可能性大，一般手术常规不主张在剖腹产
同时切除肌瘤。医疗团队考虑再三，想到
杨昌惠已是第 3 次剖腹产，如果此次不切
除肌瘤，患者还将面临第4次手术，为减轻
患者的再次手术，团队决定剖腹产的同时
摘除子宫肌瘤。”张琼说。

手术开始后，医疗团队只用了 5 分钟
就顺利为杨昌惠剖出了孩子，紧接着，医生
继续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

切开子宫肌壁、从假包膜将肌瘤剥出、
止血、上手术防粘连液、缝合……整台手术
仅用 102分钟，杨昌惠不仅生下了孩子，还
成功切除12×10cm大的子宫肌瘤。

术中出血量不大，母子平安。医疗团
队在一台手术中实现剖宫产和子宫肌瘤摘
取“一箭双雕”。

张琼说，这样的手术对医生要求更高，
但对于病人来说，只挨一次刀，痛苦更小，
疤痕也更少。

医生提醒
重视子宫定期体检

张琼介绍，子宫肌瘤是女性常见的一
种良性肿瘤，一般和激素分泌水平相关，有
些子宫肌瘤只需要随访，而当出现月经过
多、肌瘤使子宫明显增大、单个肌瘤大于
5cm、肌瘤生长压迫盆腔其它器官、可疑恶
变、不孕、部位特殊等情况时建议切除。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开腹、腹腔镜或者宫腔镜。

就子宫肌瘤这一疾病对孕育的影响来
讲，它易引起流产、胎位不正、早产，增加生
产难度，导致前置胎盘、胎盘早剥和胎盘粘
连。医生提醒：广大女性特别是孕妇应重
视子宫肌瘤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

本报讯（记者 韩成玺）冬季是流感的高发季节，
稍不注意就容易中招。流感不同于普通感冒，发病急
还容易引发并发症。如何才能在流感高发期做好预
防呢？

日前，记者从市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初冬时节，
不少体质较差的市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感冒咳嗽，甚
至体虚乏力、全身酸痛。每天挂号求诊的患者增多。

在该院感染性疾病科问诊室，感冒咳嗽了两天并
且愈发严重的市民张先生正在就诊。“哪里不舒服
呢？”“就是全身无力，稍微有些胸疼，还有咳嗽症状，
但没有痰。”详细问诊后，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肖贵宝开出了药方，并提取了张
先生的口腔分泌物送去化验。

对于如何有效防范流感，肖贵宝建议，首先要增
强防病意识，如有感冒、发热、咳嗽的症状出现，一定
要考虑到感染流行性感冒的可能；平时注意增强体
质，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提高免疫力；尽量不要去
人多的地方或公共场所；如果出现发热、咳嗽、咳痰的
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平时还要多注意卫生，勤洗
手。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感染，也是一种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疾
病，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或与
被污染物品的接触传播。其典型的临床症状是急起
高热、全身疼痛、显著乏力和轻度呼吸道症状，一般秋
冬季节是高发期。

你知道吗？咳嗽很辛苦，但如果你学
会了正确的咳嗽方式，不适就会减轻很
多。最近天气变化大，呼吸疾病高发，各种
咳嗽患者入院，这些患者除了药物治疗外，
呼吸内科的治疗师还会为其进行咳嗽评
估，评估患者的咳嗽能力，对咳嗽无效的患
者进行咳嗽指导，帮助其完成有效咳嗽。

老人咳嗽患者多

记者获悉，近日各大医院吸内科收治
了很多老年咳嗽患者，他们咳嗽时间长，很
多患者因咳嗽导致头晕、无力，看病时告诉
医生：“医生，我肺都快咳出来了，但就是停
不下来。”严重咳嗽的患者需要住院治疗，
住院期间，医生会查找患者咳嗽的原因，进
行药物治疗，同时，还会进行一个重要的测
试，即呼吸峰流速值测试，根据这个测试评
估患者的咳嗽能力，对患者进行咳嗽指导。

正确完整咳嗽分四步

专家介绍，呼吸峰流速值测试可将患
者的咳嗽分为三个类型：测试值大于

270L/min的患者意味着可以自主咳嗽，测
试值在 160~270L/min 的患者可能需要做
些治疗，并且需医生指导有效的咳嗽，测试
值小于160L/min的患者需要被动咳嗽。

咳嗽还需要指导？听起来挺新鲜。医
生说，其实，完整的咳嗽共有 4个步骤：第
一步吸入足量气体，第二步声门关闭，第三
步建立胸腔内和腹内的压力，第四步打开
声门用力呼出气体。为什么有些患者咳嗽
无效，跟其呼吸峰流速值大小有关系，也跟
他们咳嗽时没有完成这四个步骤有关系。
无效咳嗽不能达到缓解身体不适的目的，
所以患者只能不停咳嗽，形成恶性循环，咳
嗽越来越严重，不适也在增加。

被动咳嗽需借助机器

专家提醒，需要注意的是，咳嗽患者有
些能自己咳出痰，有些不能，如果痰液在肺
内比较深的部位时是不容易咳出来的，对
于不能咳出痰的患者，医生会采取雾化治
疗、震动排痰以及哈气训练帮助排痰。

据《广州日报》

很多人认为减肥期间需要控制盐的摄
入，一些减肥食谱也都会提及饮食要清淡
少盐，我们都知道，胖是因为摄入的热量过
剩堆积成为脂肪造成的，那么，减肥期间控
盐是因为盐的热量很高吗？为什么减肥期
间需要控盐呢？

食盐的主要化学成分是是氯化钠和微
量碘酸钾，二者都属于无机物，基本上不会
发生化学反应，更不会放出热量，所以减肥
期间控盐并不是因为盐的热量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需要我们减肥期间
控盐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
方面，盐是氯和钠以离子或化合物的方式
存在的物质，其中的钠是人体中一种重要
的无机盐，其在身体中承担着重要的生理
作用，它除了可以提供味道之外，还发挥着
调节体内水盐平衡的作用。当我们食用过
多的盐时，随着盐中钠的摄入量的增多，钠
会造成体内水的潴留，身体会出现水肿现
象，体重也就会上升。而且，从健康的角度
来看，超量的钠还会造成血压增高，增加心
脏负担，导致心力衰竭等。

另一方面，当我们摄入过量的食盐时，
细胞外液的盐分会迅速增加，细胞内外就
会产生渗透压，吸干细胞的内液，使细胞变
得支离破碎，一直到我们感到饥渴之时，会
喝足量的水才会使得细胞内液与外液的浓
度保持一致。然而，这一代谢过程缓慢且
失衡，会影响到人体器官的正常有效运转，
甚至会危害身体内代谢器官的正常代谢环
境，使得代谢能力下降，从而也会导致脂肪
分解变得缓慢。

概括来说，虽然盐本身不会导致体重
增加，但是食盐过多会引起钠水滞留，导致
水肿、体重和体积变大，还会降低人体的基
础代谢。因此，在减肥过程中要少吃盐，不
仅能避免血压升高等，还能通过减少体内
水的潴留而减轻体重。但是，当体内缺乏
钠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如类似贫
血的头晕、目眩等症状，并可能出现神经性
损害等症状。所以，对于减肥的人来说，控
盐也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过分减盐，饮食
以清淡、低盐为主，既有利于减肥也有利于
健康。 据人民网

剖腹产+肿瘤切除

雁江区妇幼保健院
为高龄产妇成功实施同台两次手术

1、出现类似感冒症状
艾滋病侵犯的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初期就会出现

类似感冒，会出现发热、无力、出虚汗等情况，这些跟
感冒的症状很相似，很多人会忽视掉。除此以外，还
会出现淋巴肿大的现象，这也是很典型的艾滋病早期
的症状。

2、呼吸系统异常
不止是单纯的免疫系统异常，艾滋病毒还会影响

到我们的呼吸系统，出现呼吸系统异常现象，出现咳
嗽、咳血、呼吸困难现象，还可能会出现胸痛现象，这
些情况的出现也是体内艾滋病毒活跃的结果，会诱发
肺炎的产生，对我们的肺部损伤很大。

3、肠胃疾病
艾滋病出现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出现异常的

腹痛腹泻等症状，还会使得患者出现很明显的消化不
良等现象，从而导致患者短期内出现消瘦的现象，这
些都是病毒影响到肠胃，出现的症状。还有部分患者
会出现消化道绞痛、恶心呕吐等现象。 据新华网

口香糖不光能清新口气、锻炼咀嚼能力，还可增
加大脑血流，带走脑部的代谢废物。近期，台湾《康
健》杂志撰文表明，每天嚼嚼口香糖有助于健脑、防老
痴。

日本阿尔茨海默病专家长谷川嘉哉表示，大脑中
会积累以牙周病菌为根源生成的“β-淀粉样蛋白”，
这是老痴发病、恶化的原因之一。要把这种蛋白从大
脑中赶出去，用脑部血流冲走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要想促进脑部血流循环，最简单的动作就是咀嚼，但
三餐的咀嚼量远远不够，所以，嚼口香糖不失为一个
好方法。

很多运动员在练习或比赛中，都会咀嚼口香糖，
来提高脑部血流，刺激大脑活跃性，反射神经、记忆
力、判断力、集中力也都会提高。另外，很多老人牙齿
松动，喜欢吃柔软的食物，不止咀嚼次数减少，也会加
速大脑老化，加上摄取的营养种类有限，导致营养不
良，身体越来越衰弱。建议在三餐之间，一天三次，每
次嚼口香糖 5分钟。注意咀嚼时不要光用一边牙齿，
且不要选择含糖或含酸性物质的口香糖，否则会引起
蛀牙等问题。

据人民网

一台手术 102 分钟，
解决患者2个问题，近日，
47岁的杨昌惠在雁江区妇
幼保健院顺利剖出一个体
重约 3600 克的男婴，同时
还摘除了约 12×10cm 大
的子宫肌瘤。

□ 本报记者 郭菁

流感高发期到来
专家建议少去人多场所

胡继勇练就治疗“中风”“绝活”

胡继勇与患者沟通。

咳得头晕乏力停不下来？
那是因为你“咳”错了

每天嚼口香糖能健脑

身体出现这些症状
可能是艾滋病来了

减肥期间为什么要控盐？
因为这两个原因

多知道点

检查产后恢复情况。

健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