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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廖温勃

眼科医生在日常接诊

中， 常常遇到有患者睡一觉

起来，眼白突然红了一片，看

起来很吓人，但却不痛不痒。

“这种情况其实是发生了结

膜下出血。 ”广东省妇幼保健

院眼科冯庆阳医师提醒，如

果反复出现结膜下出血应及

时就医检查。

“便秘、剧烈咳嗽、呕吐、

打喷嚏，搬抬重物、用力揉眼

睛等均可引起局部压力增

高， 导致自发性结膜下出

血。 ”冯庆阳告诉记者，最常

见的是自发性结膜下出血，

结膜下出血是由于结膜的小

血管， 尤其是毛细血管破裂

或渗透性增加， 血液流出聚

集在结膜下造成的， 一般情

况下出现在内、 外眼角的睑

裂区， 随时间推移可能会向

角膜缘移动， 结膜下出血的

范围和颜色不尽相同， 出血

量少时范围小， 颜色比较鲜

红，出血多时颜色则偏紫红。

此外，眼部手术、外伤、严

重的结膜炎也会出现结膜下

出血，还有高血压、糖尿病、

动脉硬化、 过敏性紫癜等也

可发生结膜下出血。 冯庆阳

表示， 自发性结膜下出血有

自愈倾向， 一般无需特殊治

疗，可在出血48小时以内冷敷

促进凝血，48小时以后热敷加

速淤血吸收，一般2周到1个月

血液才会完全吸收， 期间要

注意用眼卫生， 不要用脏手

揉眼睛，以防眼部感染。 如果

是因为严重结膜炎引起的结

膜下出血，则应及时就医，按

时用药，抗炎、抗感染，才能

促进结膜下出血的吸收。

冯庆阳提醒， 没有明显

不适的结膜下出血不必过于

担心，待其自行吸收即可，如

果反复出现结膜下出血，则

应进行全身系统的检查，明

确有无高血压、糖尿病、肾脏

疾病以及凝血功能障碍等问

题，及时就医治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谢菁菁 通讯

员 伍晓丹）

12岁女孩晓乐

（ 化名）

的

父母怎么都想不到，一场平日里再普

通不过的感冒，竟然差点要了女儿的

命，而罪魁祸首就是由感冒诱发的暴

发性心肌炎。幸运的是，在ECMO

（ 体

外膜肺氧合）

代替支撑心肺功能整整

7天后， 晓乐终于度过危机。 专家提

醒，日常生活中，感冒容易诱发暴发

性心肌炎，一旦发病，患者很快会出

现严重心律失常或心脏衰竭，有猝死

风险。

感冒不到十天患儿心力衰竭

5月4日，由于咳嗽、发烧，晓乐父

母带孩子在当地医院门诊打了几天

点滴，尽管烧退了，但咳嗽并没有好

转。 5月11日，晓乐病情加重在当地医

院住院。期间，晓乐四肢无力、手脚冰

冷，出现胸痛、心悸的症状。 多项检查

结果显示，晓乐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心

肌损伤。

5月13日晚， 晓乐转院至南方医

科大学珠江医院PICU

（ 儿童重症医

学科

），初步诊断为“心源性休克、暴

发性心肌炎”。 珠江医院PICU医生吴

渚告诉记者，晓乐在入院时，心脏彩

超的EF值

（ 射血分数 ，主要用于判断

心脏功能）

只有15%。“正常人至少是

在50%以上，15%意味着患儿已经有

严重的心力衰竭。 ”吴渚说。

“心脏泵功能一旦受损， 可以导

致全身各器官功能障碍，引发各种并

发症，肝、肾、神经系统等都可能受到

牵连。 ” 该科室主任陶少华表示。 经

专家的紧急讨论研究，医院决定为晓

乐用上了ECMO。 陶少华介绍，EC－

MO又称体外膜肺氧合， 是一种心肺

替代技术，因对重症心力衰竭、呼吸

衰竭有独特疗效，又被称为“魔肺”。

随着ECMO的运转，晓乐的各项生命

指标逐渐好转， 第7天撤掉了ECMO

装置，第9天撤离了呼吸机，转院第15

天，顺利康复出院。

免疫力低下易诱发暴发性心肌炎

一场小感冒， 怎么会危及性命？

陶少华表示，感冒最常见的原因是病

毒感染。 一旦没有得到及时控制，病

毒通过血液循环到达心脏，就会侵入

心肌细胞；同时人体的防御系统会本

能地“反攻”，在清除病毒的同时，也

损伤了自身的心肌细胞，导致暴发性

心肌炎。

据介绍，暴发性心肌炎通常起病

急骤，患者很快会出现严重心律失常

或心脏衰竭，并可能伴有肺、肝、肾等

多个脏器功能衰竭，甚至猝死。

“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不拿感冒

当回事，甚至带病加班熬夜、过度运

动、喝酒应酬。 而感冒诱发暴发性心

肌炎，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机体免疫

力低下，感冒时不注意休息、过度疲

劳所致。 一旦机体抗病能力低下，病

毒就有机会侵蚀心肌细胞。 ”陶少华

提醒，一旦出现胸闷、气短、胸痛、心

悸等，就身体在提醒病毒可能已经累

及心脏，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眼白突然一片红 或是结膜下出血

99岁老人摔断腿 医生“妙手”接骨

信息时报讯（记者 廖温勃）99 岁高

龄的梁婆婆日前在家中不慎跌倒， 经医

生检查后诊断为左侧股骨颈骨骨折，需

要动手术， 但为如此高龄的老人进行手

术，存在很大的难度。在医生的反复权衡

下， 梁婆婆成功进行了人工半髋关节置

换术，而且术后仅仅四天，老人家就能够

下床行走。

据介绍，一个月之前，梁婆婆当时一

个人在家，不慎跌倒在自家门口。家人发

现后，马上将她送往湛江西南医院诊治，

经医生检查后诊断为左侧股骨颈骨骨

折，需要动手术。医院对梁婆婆的身体状

况进行了评估， 发现梁婆婆的身体还是

能够承受手术。 因此梁婆婆进行人工半

髋关节置换术。术后仅仅四天，老人家就

能够下床行走， 第五天转到普通病房是

在其他人帮助下扶着走过去的。后来，恢

复情况良好的梁婆婆被接回了家， 现在

正进一步康复中。

“家中的老人要早早开始预防骨质

疏松，不然万一摔跤很大几率会骨折。家

中要防地滑，比如可以增加扶手、为老人

配备拐杖等， 要买不容易滑倒的鞋给老

人穿， 家中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人在身边

看护，尤其是老人上厕所、穿衣服时要特

别小心。 ”骨科老专家、湛江西南医院外

三科主任罗玉琛教授提醒。

视神经脊髓炎孕妇病重昏迷

30分钟剖腹产急救母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彭

福祥 梁嘉韵 ）

患有视神经脊髓炎的女

子，在怀孕后出现病情出现加重，视力模

糊，意识不清，四肢僵硬，心跳快体温高，

这些不好的征兆同时出现在她身上，情

况危急之时来到了广州求医。据悉，在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以下简称“ 中山一

院”）

神经科及多学科团队的全力抢救

下，孕妇和胎儿均转危为安并出院。

22 岁的小余是一名视神经脊髓炎

的孕妇，今年 4 月，小余病情恶化，出现

了意识障碍，四肢僵硬伴不自主运动，双

侧瞳孔不等大，而这时她怀孕 28 周。 在

中山一院治疗一周多时间， 尽管病情初

步得到了控制， 但意识障碍及其他症状

并无明显改善。 中山一院产科教授周祎

回忆说，小余心率甚至高达 180 次，同时

出现体温升高的现象， 极易导致胎儿缺

氧。孕妇的生命体征不稳定，其与胎儿均

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

基于这种情况， 中山一院神经科立

即牵头组织进行了 MDT

（ 多学科会

诊）

，在取得了家属的知情同意后在第二

天就紧急为孕妇进行了剖腹产。“5 月 19

日，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手术，从剖

腹到结束，一共用了 30 分钟”。该院麻醉

科教授安珂介绍， 视神经脊髓炎发病率

每十万人仅 2~3 例， 合并妊娠更是少之

又少， 而半小时内完成手术也是用最少

的药物和最快的方法让孕妇尽快终止妊

娠从而为后续治疗赢得时间。 神经科教

授范玉华说， 现经持续的免疫治疗及康

复治疗后， 患者已可生活自理， 正常言

语，视力较前明显恢复。

“小感冒”别轻视

女孩因此命悬一线

自

发

性

结

膜

下

出

血

是

什

么

？

诊疗：

自发

性结膜下出血有

自愈倾向， 一般

无需特殊治疗，

可在出血48小时

以内冷敷促进凝

血，48小时以后

热敷加速淤血吸

收， 一般2周到1

个月血液才会完

全吸收， 期间要

注意用眼卫生，

以防眼部感染。

原因：

由便秘、剧烈咳嗽、呕吐、

打喷嚏，搬抬重物、用力揉眼睛等引

起局部压力增高而导致自发性结膜

下出血。

症状：

结膜下出血的范围和颜

色不尽相同， 出血量少时范围小，

颜色比较鲜红，出血多时颜色则偏

紫红。

提 醒 ：

如果反复出

现结膜下出

血， 或因为

严重结膜炎

引起的结膜

下出血 ，则

应 及 时 就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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