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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阳 刘昕晨）

今年 81 岁的黄伯最近

备受房颤和脑出血的双重折磨，但治

疗却陷入“两难”境地。 为了防止房颤

后血栓脱落引起脑栓塞，黄伯不得不

服用抗凝药，但抗凝药又会引发和加

重脑出血。 在左右为难之时，家人带

着黄伯来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实施了左心耳封堵术。 据了解，这

种微创手术可以大大减少因房颤所

致的卒中和全身栓塞。 术后黄伯恢复

良好，已顺利出院。

受脑栓塞、脑出血“夹击”

两年前，黄伯因肢体乏力在外院

诊断为急性脑梗塞，同时发现持续性

房颤， 当时考虑脑梗塞与房颤有关，

开始服用抗凝药物。 今年 4 月初，他

因头痛在外院诊断为“右侧丘脑出

血”，所幸诊治及时，没有留下严重后

遗症， 但由于担心脑出血范围扩大，

暂停了使用抗凝药物。 但是，黄伯的

后续治疗也出现了矛盾之处，一方面

房颤可导致血流瘀滞，瘀滞的血流可

在左心房或左心耳内形成血栓，这些

血栓脱落极易引起脑栓塞，因此不得

不服用抗凝药物；另一方面，抗凝药

又会引发和加重脑出血。 为此黄伯去

过好几家医院， 问题都没有得到解

决，自己和家属都比较焦急。

经了解，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是全国房颤中心示范基地和心源

性卒中防治基地，黄伯抱着希望来到

该院心血管内科就诊，希望能解决这

一顽疾。 接诊后，综合各种意见，王景

峰教授认为左心耳封堵术是该患者

目前首选的治疗方案，这一提议得到

了该院心血管内科心律失常专科主

任谢双伦教授以及神经科专家的认

同。

经过和黄伯及其家属的详细沟

通，家属同意手术。 谢双伦带领心律

失常团队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4

月 30 日上午历时两个多小时， 手术

成功。 经过几天的治疗观察后，黄伯

病情平稳、恢复良好，目前已顺利出

院。

发现房颤需要积极治疗

据王景峰介绍，房颤是一类常见

的心律失常，最主要的危害是卒中或

全身性栓塞。 房颤患者发生卒中的概

率是非房颤患者的 5 倍，而且会多次

发生卒中事件。 在发生卒中的病人

中，25%的原因是房颤所致。

“只要是心电图或者动态心电图

发现房颤， 都应该及时到心内科就

诊，进行积极治疗。 特别是阵发性房

颤容易被人忽略， 但危害却不容忽

视。 ”王景峰说。

据悉，房颤的病因较多，冠心病、

高血压、瓣膜病、心肌病、甲状腺疾病

都可能引起房颤，因此房颤一定要对

因治疗。 对于非瓣膜性房颤，单纯药

物治疗转复房颤并长期维持正常心

律的成功率不足 50%，目前导管消融

的成功率已有保障，王景峰建议阵发

性房颤或者早期的持续性房颤患者

及早行导管消融，增加房颤转复的机

会，减少卒中的发生。

信息时报讯（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刘昕晨 张阳 于浩 ）

“笑尿了”，这个

可能不是形容词，会真实地发生在宝

妈身上，而这一症状也属于下尿路疾

病。 记者从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获悉，下尿路疾病困扰着大量女性患

者，尤其是生育后的女性因为盆底功

能受损，极易出现此类症状。 生育后

的妈妈中有超过一成人，会出现膀胱

过度活动症。

下尿路疾病是可以治疗的

膀胱过度活动症，是一种以尿急

症状为特征的征候群，常伴有尿频和

夜尿症状，可伴或不伴有急迫性尿失

禁，这也是下尿路疾病的一种。 国外

曾有调查显示， 相较于男性而言，女

性因生产而导致的盆底肌肉损伤或

张力下降，会让产妇在 1 年内发生压

力性尿失禁的概率上升至 25%。 重要

的是很多母亲们被尿频、尿急、尿失

禁等各种各样下尿路症状困扰，却羞

于提起。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泌

尿外科下尿路疾病专科副主任黄海

教授介绍， 临床

中，超过 10%生育

后的妈妈有类似

症状， 不过很多

妈妈会选择忍 ，

没有进行就医。

黄海 介 绍 ，

女性因为生育骨

盆 结 构 受 到 挤

压，盆底肌肉损伤或下

降，有些人会再恢复但

有些人恢复不了，尤其

是生过多胎的女性很

难恢复， 待其到了 40

多岁伴随雌性激素下

降、 尿道黏膜萎缩等，

就容易发生尿失禁。 生活中，有些人

说“笑尿了”，一咳嗽就尿了等，都属

于这种症状。

黄海表示，事实上，下尿路疾病

完全可以治疗，不要因为“口难开”而

使“方便”不方便。 通过行为训练、辅

助装置、药物或手术，能使大多数尿

失禁患者的尿失禁症状明显改善，甚

至治愈。

针对中轻微患者，根据个体情况

不同，选择的治疗方式也不一样。 而

据记者了解，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泌尿外科已引进最新的铒激光装

置，4 月份已开始装机使用。该机采用

激光无创治疗，全国仅有 6 台，广州

也仅有该院有一台。“从目前来看，采

取铒激光的治疗方式效果很好，市场

需求很大，且不会影响女性再生育。 ”

黄海介绍。

正常排尿一天不超过 8次

黄海介绍，除女性外，下尿路疾

病的风险同时困扰着我国广大群众。

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曾对我国

34 个城市，13600 名人群发起过研究

调查， 结果发现 41 岁以上的人群中

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患病率高达 11%，

也就是每 10 个人就有一个患上下尿

路疾病。 但国人多数观念较为保守，

对下体疾病难以启齿。

“临床中， 特别是一些车祸等外

伤患者，做过脑部、脊椎等骨科手术

的患者，很容易被忽视神经源性膀胱

的下尿路疾病。 ”黄海介绍，患者手术

后，外伤好了，四肢恢复，各项指标正

常了， 但往往忽视了内脏功能的恢

复，其中不乏合并有膀胱排尿困难的

症状。

“如果不重视，时间久了，可能造

成肾积水，反复感染，最后导致肾衰

竭的现象发生。 ”黄海告诉记者，最近

临床上有一位 40 多岁的女性， 一年

前发生过腰椎骨折， 手术康复后，活

动没问题， 但出现了尿频尿急的现

象，一开始认为是术后恢复期的正常

现象， 但一年后体检发现双肾积水，

“后来到我们医院就医， 通过微创手

术植入膀胱起搏器，目前排尿状况得

到很大改善。 ”

据悉，针对严重患者，通过微创

手术植入膀胱起搏器即可改善排尿

症状，让主管膀胱和排尿的神经准确

向大脑送达“开”、“关”信号。 膀胱起

搏器植入术具有微创、安全、冶疗的

可逆性及有效等优点，目前全球已经

有超过 22.5 万人受益于该疗法。

黄海提醒，做过外伤手术、脊椎

手术的患者，在恢复期，一定要注意

排尿情况，不能掉以轻心，出现异常

要尽早去治疗。“临床中出现很多病

人忽视了，治疗来得太晚的情况。 ”黄

海称，一个人一天超过 20 次小便，就

会严重影响到生活，人的精神状态也

会处于奔溃边缘； 而一天需要上 40

次厕所就几乎没有生活了； 超过 80

次，生命将受到威胁。 正常情况下，一

天 24 小时小便超过 8 次， 就要引起

注意。

孩子反复咳嗽

警惕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每听到孩子的咳嗽声，家长都既心

疼，又心急如焚。 3 岁的嘟嘟最近又中招

了，她的症状以咳嗽为主，尤其在早上，

咳得更加厉害，有时也发生在夜间，伴有

鼻塞和流涕，以感冒、支气管炎、变异性喘咳

等进行治疗效果都不理想。 直到她在耳鼻

喉科检查后才发现， 让嘟嘟反复咳嗽的元

凶竟是过敏性鼻炎合并上气道咳嗽综合

征。 那么，对于这种病征，应如何诊治？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是慢性咳嗽

常见原因之一

“咳嗽，作为肌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可帮助气道分泌物和有害因子的排出，

但如果咳得太过频繁，也会影响正常的

生活和休息。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耳鼻

喉科主任医师邹宇指出，在日常生活中

有时会碰到一些孩子，他们每次“中招”

后，都会咳得特别久，按感冒、气管炎、

喘咳等治疗后， 也没收到很好的效果。

此时， 家长不妨带去耳鼻喉科就诊，警

惕孩子正是患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邹宇介绍，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是

指与各种鼻炎

（变应性及非变应性）

、鼻

窦炎、慢性咽炎、慢性扁桃体炎、鼻息

肉、腺样体肥大等鼻部疾病引起分泌物倒

流至鼻后和咽喉部， 甚至流入声门或气管

而导致慢性咳嗽为主要表现的综合征，是

慢性咳嗽常见的原因之一，“目前对上气道

咳嗽综合征引起咳嗽的机制尚不非常明

确，有考虑是上气道内的咳嗽反射传入

神经受来自鼻部或咽后壁的炎症或分

泌物的机械刺激，引发咳嗽中枢发出异

常冲动而导致患儿慢性咳嗽。 ”

咳嗽特征与感冒有别

邹宇指出，它在临床上的表现跟感

冒很相似，往往容易被误诊而得不到及

时有效的处理。 那么，怎么区分普通感

冒与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呢？ 邹宇提醒，

除了咳嗽时间长外，家长还可留意这么

一些现象：一般来说，有上气道综合征

的患儿，他们的咳嗽常出现在一些体位

改变的时候，如夜间刚躺下或早上刚起

床时，有阵咳持续数分钟或更久；咳嗽

时，常伴有鼻塞、流涕，孩子表现为常揉

鼻子或抽吸鼻涕，较大的孩子会表述咽

喉部有液体滴流感， 或出现反反复复

“清嗓子”样的咳。 一旦出现以上情况，

家长应引起警惕，考虑上气道综合征的

可能，以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此外，邹宇指出，一旦确诊为上气

道咳嗽综合征后， 除了给予对症处理

外，还需进一步明确原发疾病，找出原

发的疾病，如鼻窦炎、鼻炎、腺样体肥

大、慢性咽炎、慢性扁桃体炎等，对有需

要处理的鼻部疾病应给予及时处理。 对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的预防，最好的是防

范鼻部炎症，一是要积极防治上呼吸道

感染； 二是注意尽量避免接触过敏原，

特别是有过敏性鼻炎病史的孩子，要注

意查找可能的过敏原并避免接触。

信息时报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林惠芳

记者帮你问

“笑尿了”不是开玩笑，而是一种下尿路疾病

超一成妈妈因生产或患有“尿失禁”

给左心耳加个“ 闸门” 掐断老伯中风发生“ 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