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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讯 猪年春节， 本是阖家团圆

日子， 金阳医院多学科的 40 余名医护

人员却在联手开展一场惊心动魄的生

命抢救战。经过 19 天的 ICU 抢救，重症

产妇小汪最终化险为夷。 本周内，获得

重生的小汪便可出院。

1 月 21 晚 10 点， 小汪来到金阳

医院产科求诊。 当时，她巩膜发黄，伴

有呕吐、腹泻等症状，情况危急。 根据

患者胎心监护、检查等结果，值班医

生判断小汪随时有胎死宫内的可能，

为尽可能挽救胎儿，值班医生立即请

示产科主任杜桂洁，并积极完善其他

相关术前准备， 为其进行剖宫产术。

遗憾的是， 胎儿宫内缺氧太严重，经

新生儿科医师全力抢救也未能挽救

这个小生命。

原以为剖宫产手术结束， 小汪的

救治可以告一段落， 但医护人员没有

想到， 第二次险情已经来临———术后

化验结果显示， 小汪凝血功能障碍，

肝、肾功能损害，血氨增高，已经濒临

死亡边缘。

情况危急， 医院立即将小汪转入

ICU 进行抢救，并成立了由院长梁显

泉及副院长施晓鋆、 医务科科长刘

辉亲自指挥的 MDT （多学科协作）

小组， 小组成员共 40 余人， 涵盖了

重症医学科、妇产科、输血科 、肾内

科、血液科、麻醉科、药剂科、影像科

医务人员。 小汪在接受抢救的 19 天

正值春节期间 ， 为了将她从死亡线

上拉回来，医务人员坚守岗位 ，尽职

尽责 。

值得一提的是， 在患者家属无力承

担治疗费用时，金阳医院医务人员积极

为小汪捐款。 正推进“十问” 行风专项

整治行动的市卫健局，也非常关注此次

紧急救治行动，从协调血源到经费保障

方面都给予了最大支持。

杜桂洁告诉记者， 这次针对小汪

开展的紧急救治， 经过两次全院讨

论 、 一次远程会诊、 一次外院专家

会诊， 期间共进行五次血浆置换 、

三次血液灌流及两次手术。 经 MDT

小组抢救 ， 小汪肝功能明显好转 ，

肾功能、 凝血功能、 血小板已恢复

正常 ， 于 2 月 9 日转妇产科继续治

疗 。 目前病人情况稳定 ， 预计本周

即可出院。

“是你们的坚守，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谢谢你们！ ” 在金阳医院产科，小汪

握着医护人员的手不停道谢。

“特别是大年三十那天，为了不让

我丧失生的希望 ，ICU 的护士一早就

来到病床前，为我洗头、编辫子，把我

打扮得漂漂亮亮， 还特意安排丈夫进

入 ICU 病房与我短暂小聚， 鼓励我，

为我打气。除夕晚上，值班护士陪着我

一起看春晚。 ” 小汪感动地说，医护人

员的关心让她倍感温暖 ，“面对这些

给予我第二次生命的医护人员， 我唯

有好好生活，好好工作，珍惜当下，尽

我所能把享有的关爱回报给社会 ，播

撒善良，传递美好。 ”

（本报记者 常青 文 \ 图）

� � � � 孕期体重增加问题，每个准妈

妈都很关注。 怀孕后为何一定会

长胖？ 增重多少合适？ 面对这些问

题， 贵阳市一医产科主任医师张

云娟提醒， 孕妇要把体重增长控

制在合理范围内，一般而言，正常

孕妇整个孕期体重增加 12.5 公斤

左右为宜， 早孕期增加 2 公斤左

右，中期和晚期每周增加 0.4 公斤

左右。 假如在怀孕期间体重增长

较小，或使胎儿发育迟缓；如果孕

期体重增长较快 ， 会不利于分

娩。

张云娟表示，为了保证母婴营

养，孕妇的体重不可避免会增加，

但这并不意味着准妈妈可以在体

重问题上“放飞自我” 。 根据孕前

BMI 指数的不同， 孕期适宜体重

增加值也有相应不同范围。 孕前

低体重孕妇（BMI 小于 18.5），总

增重范围为 12.5 公斤至 18 公斤；

孕前正常体重孕妇（BMI 为 18.5

至 24.9）， 总增重范围为 11.5 公

斤至 16 公斤 ； 孕前超重孕妇

（BMI 为 25 至 29.9）， 总增重范

围为 7 公斤至 11.5 公斤； 孕前肥

胖孕妇 （BMI 大于等于 30），总

增重范围则要控制在 5 公斤至 9

公斤。 如果孕期营养过剩，除了导

致孕妇体重增长过快外， 还可能

发生妊娠高血压疾病、 妊娠合并

糖尿病、高血脂等，巨大儿发生率

及母亲难产率也会升高。

张云娟还为准妈妈们算了一

笔 “账” ： 足月的胎儿 3 公斤左

右，羊水不超过 1 公斤，子宫增加

1 公斤左右， 胎盘 500 克至 650

克，乳房增加 500 克左右，血容量

增加 1.5 公斤左右，以上重量是孕

期里必须增加的， 这也是肥胖孕

妇也应增重 5 公斤至 9 公斤的原

因。 剩下的体重增长，则来自脂肪

储备和水肿后组织间隙液的增

加。

不少孕妇希望孕期“长胎不长

肉” 。对此，张云娟表示，孕妇的体

重和胎儿是一起增加的， 不太可

能做到单纯 “长胎” 而 “不长

肉” ，但孕妇完全可以把增长体重

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孕期究竟怎么吃才能达到理

想效果呢？ 张云娟建议，女性在备

孕期应按照居民膳食指南平衡进

食。 在此基础上， 首先要补充叶

酸， 整个孕期每天口服叶酸补充

剂 400 微克，每天摄入绿叶蔬菜；

孕中晚期应每天增加 20 克至 50

克红肉， 每周吃一两次动物内脏

或血液；除坚持选用加碘盐外，还

应常吃含碘丰富的海产食物，如

海带、紫菜等。 其次，孕早期保证

必要量的碳水化合物， 孕吐严重

者可少量多餐。 最后，进入孕中晚

期，孕妇要适当增加奶 、鱼、禽 、

蛋、瘦肉的摄入，相比孕早期，孕

中期每天增加奶类 200 毫升；从

孕中期起， 每日增加总计 50 克

鱼、禽、蛋、瘦肉。 鱼类是动物性食

物的首选， 每周最好能摄入两至

三次深海鱼类。

此外，健康孕妇每天应进行不

少于 30 分钟的中等或低强度身

体活动， 最好是一至二小时户外

活动，如散步、做体操等。

本报记者 常青

健康

现场

孕期患流感 潜在危险多

开学季警惕婴幼儿肺炎高发

健康

提醒

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

消息，近日流感高发，流感病人

数量激增。 除老人、儿童，孕妇

也是流感 “重灾区” 。 专家提

醒，孕妇若患上流感，会有很多

潜在危险。事后补救，不如提前

做好预防工作。

“孕早期是胎儿各器官发

育形成关键时期， 因此孕早期

流 感 对 胎 儿 影 响 相 对 大 一

些。 ”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副主任医师乌兰介绍， 孕中期

流感对胎儿的不良影响会减小

一些， 但长时间高烧也会妨碍

子宫内胎儿发育， 严重的会导

致流产、早产等。

乌兰表示， 接种流感疫苗

是预防流感最有效手段， 可显

著降低接种者患流感和发生严

重并发症的风险。 孕妇、老人、

儿童等流感高危人群， 最好在

流感季节来临前接种疫苗。 处

于妊娠期或计划怀孕的女性，

无禁忌者均可接种流感灭活疫

苗。 妊娠终止后可接种流感减

毒活疫苗。此外，也需保持良好

的个人卫生习惯、 减少到人群

密集场所的活动等。

一旦患上流感， 应及早就

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用药。

“有不少孕妇认为孕期用药会

对孩子产生不好影响。 但孕期

的一些疾病， 如果不及时进行

干预治疗，后果会更加严重，得

不偿失。 ” 乌兰说，医生会根据

孕妇的情况， 给出安全的治疗

方法。

邱冰清

� � � � 各大中小学校、幼托机构

即将迎来开学季，恰逢南方多

地出现持续阴雨天气，气温降

低。 湖南省疾控部门提醒，开

学在即， 阴雨天气还将持续，

此时也是各种传染病的高发

期，学校应做好肺炎等疾病的

预防工作。

来自湖南省儿童医院等医

疗机构的反馈，近期，医院收治

的肺炎患儿激增。专家指出，儿

童肺炎的常见症状包括咳嗽、

呼吸急促、发热、食欲下降、烦

躁哭闹等， 部分儿童还伴有哮

喘等症状。 细菌、病毒、过敏等

原因都能引起肺炎， 一旦耽误

治疗可发展成重症肺炎， 可引

起中毒性脑炎等严重疾病。

长沙市疾控中心提醒，肺

炎球菌是一种可能引发呼吸道

感染的常见病菌， 儿童是其主

要携带和传播人群。 肺炎球菌

主要通过飞沫传播， 容易在宝

宝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乘虚而

入。 症状较轻的肺炎患儿可以

在家精心护理， 症状较重的患

儿可出现呼吸快、 口唇四周发

青、面色苍白或青紫等症状，必

须尽快送医就诊。

长沙市疾控中心提醒，在

气温骤降时，儿童出入冷热温

差大的环境、运动时没有及时

增减衣服、抵抗力较差 、感冒

等原因 ， 容易引发肺炎 。 近

期，小学、托幼机构要严格落

实晨检制度、洗手制度、消毒

制度，减少学生户外活动的时

间和强度。 帅才

金阳医院多学科联手

成功抢救重症产妇

孕期体重增加 12.5 公斤左右为宜

� � � � 冠心病患者做了支架或搭桥术

后，是否就能高枕无忧？天津泰达国

际心血管病医院心脏康复科主任郭

琪表示，冠心病患者做完手术后，后

期心脏康复仍需跟上， 才能降低术

后复发、卒中及再住院风险。

“不管哪种治疗方法，只是让

血管‘临时畅通’ ，并没有从根本

上解除造成血管 ‘拥堵’ 的因

素。 ” 郭琪说，冠心病患者在接受

了支架植入术或搭桥术后， 不再

心绞痛或胸闷、憋气，但这并不意

味着毫无风险。

郭琪说，冠心病常见的危险因

素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

吸烟、 肥胖等，“如果这些危险因

素一直存在， 已经通畅的血管或

其他正常的血管都可能还会再次

出现狭窄，甚至阻塞、突发急性缺

血事件。 ”

全球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注册

研究表明， 即使经过手术治疗和

药物治疗， 冠心病患者出院后 6

个月内死亡、 卒中和再住院率仍

高达 25%，4 年累计病死率高达

22.6%，而且死亡患者中 50%死于

再发心肌梗死。

在冠心病患者术后康复上，实

施系统的心脏康复对维持血管通

畅，提高生活质量，减少猝死率、

再发病率和再入院率有很大帮

助。 大量国内外研究也表明，术后

恢复期的心脏康复可以使发病三

年后的死亡率减少 45%到 83%。

郭琪介绍，心脏康复是通过多

种手段联合干预， 为心血管疾病

患者在急性期、恢复期、维持期以

及整个生命过程中提供生理、心

理和社会的全面、 全程管理服务

与关爱。

发病后的 4 天到 7 天内为急

性期， 以生命安全和回归正常日

常生活为目标；1 周到 6 个月为恢

复期，以复职和回归社会为目标；

6 个月之后以健康生活习惯养成、

危险因素控制和健康管理方式构

建为目标。

郭琪特别建议，国际流行病学

研究和干预性研究表明， 药物治

疗和非药物治疗结合是最有效的

冠心病二级预防策略， 而非药物

治疗就属于心脏康复内容范围。

相关患者要特别注意后期的心脏

康复，不可大意，争取早日使身体

回归健康状态。 毛振华

健康

指导

冠心病患者术后心脏康复不容忽视

除夕当日，ICU 医护人员为小汪编辫子。

营养师教你“吃汤圆”

健康

养生

� � � � 元宵节前后， 汤圆是最应

景的年节佳肴。 但如果汤圆吃

不好，反而会对身体健康有害。

贵阳市高级公共营养师衣蔚提

醒市民， 吃汤圆一定要控制数

量，同时注意细嚼慢咽，不要给

肠胃带来负担。

汤圆以糯米为皮， 加入各种

馅料做成。衣蔚介绍说，糯米含有

大量的支链淀粉， 因而具有消化

速度快，但消化不完全的特点，过

量食用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发生

积食、腹胀、腹痛等症状。 尤其对

于儿童、老年人及脾胃虚弱者，由

于胃肠系统功能不完善， 食用过

多汤圆会加重胃肠负担。

“此外，眼下的汤圆种类

不断创新，除了传统的豆沙、花

生、黑芝麻等外，还有水果、巧

克力、鲜肉等选择。 ” 衣蔚说，

这些汤圆馅料都有一个共同

点———含有大量的油脂和糖

分。正因如此，食用汤圆最好在

早上或中午，尽量用水煮，不要

用油炸，以免增加能量摄入。过

多进食汤圆还会使血糖快速升

高， 而且大量饱和脂肪对血糖

控制也有不利影响， 还有升高

血脂的风险。 对于需要控制能

量摄入的糖尿病患者人群，应

看清汤圆外包装上的营养成分

表，选择能量稍低的品种。

衣蔚特别提醒市民， 汤圆

外皮粘性高， 儿童吞咽反射尚

未发育完全，老年人口腔、咽喉

肌肉活动减弱， 都容易发生卡

喉情况。因此，老人和小孩在吃

汤圆时一定要小心， 不要囫囵

吞入，而应分成小块进食，以防

意外。 本报记者 常青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