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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见习记者 黄慧 记者 张

漫 通讯员 朱一艺）

一男子和妻子同房时

便会流泪，虽受此困扰很久，但因难以启

齿而久未寻医。 近日，受到友人提醒的他

来到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经医生诊治才得

知自己“一同房就流泪”原来是因为甲状

腺功能异常。 医生提醒，甲状腺相关的眼

病常有易流泪、怕光等症状，早期发现时

经治疗都会好转，建议早就医、早治疗。

“医生， 怎么我一跟老婆同房就流

泪？ ”38岁的患者张先生

（化名）

来到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就诊，张

先生对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万根说道。听

闻患者讲述，李万根认真观察患者眼部体

征，只见其双眼突出，进一步检查发现结

膜充血，心跳也快于普通人，至此对张先

生的病情已推测出了七八分：“它很可能

是内分泌疾病。你这个症状像是甲状腺相

关的突眼，要通过甲状腺功能化验和眼部

CT检查，进一步确诊。”检查结果出来，张

先生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即甲亢）

，眼

部CT符合甲亢突眼特征。

李万根告诉张先生，“甲亢容易合并

突眼，易流泪、怕光是甲亢突眼的典型症

状。 同房时容易劳累，而人体劳累多易在

眼部表现，比如犯困、睁不开眼、流泪。”甲

状腺相关的突眼治疗标准方案是12周疗

法，通过静脉吊激素针治疗。 经过两个疗

程，张先生的突眼症状已经减轻。

李万根提醒广大甲亢患者，甲状腺相

关的眼病常表现为突眼和红肿， 轻重不

一，常合并易流泪、怕光、眼内异物感

等症状。大部分病例经早期发现，通过

激素治疗都会好转，因此应早就医、早

治疗。 此外，这个病容易反复，愈后仍

应注意休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漫 通讯员 粤

疾控）

近日，“广东祖孙3人食用毒蘑菇致

死”一话题冲上微博热搜，令人非常惋惜。

网友纷纷分享辨别毒蘑菇妙招，广东疾控

提醒，不想误食蘑菇中毒，唯一办法就是

千万不要采食野外的蘑菇。

据当地媒体报道，近日，梅州市平远

县上举镇畲脑村发生一起食用采摘野生

蘑菇中毒事件，事件中，外婆、妈妈和一名

3岁的孩子， 祖孙3人中毒后送往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 家中吃了剩下蘑菇汤的2只

猫也被毒死。 专家指出，她们误食的是具

有致命毒素的亚稀褶红菇，属于红菇的一

种，致死率达到70%。

毒蘑菇又叫毒蕈，据有关资料，世界

上已知具较明显毒性的毒蘑菇种类多达

400多种，我国约有200多种，广东则有100

多种。 广东常见剧毒蘑菇种类有白毒伞

（致命鹅膏）

、灰花纹鹅膏、黄盖鹅膏白色

变种、粘盖包脚菇、簇生沿丝伞

（簇生黄韧

伞）

等。

广东疾控提醒， 九月受雨水充足、高

温潮湿的台风天气影响，毒蘑菇生长繁殖

加快， 采野蘑菇误食中毒的风险增大，请

广大市民千万不要采食野外的蘑菇。

疾控专家表示，一些野生蘑菇中的毒

蘑菇与食用菇外形相似，鉴别需要具备专

业知识并借助一定的仪器设备，仅靠肉眼

和根据形态、气味、颜色等外貌特征难以

辨别，极易误食而引起中毒。

另外，由于是在野外，无毒的蘑菇往

往与有毒的蘑菇混生，无毒蘑菇很容易受

到毒蘑菇菌丝的沾染。甚至部分附生在有

毒植物上的无毒蘑菇种类也可能沾染毒

性。 所以即便食用的是无毒品种的蘑菇，

仍然会有中毒的危险。

一同房就流泪 只因患了“甲亢”

司机踩刹车脚无力

得了这种病“瘫痪”风险极高

胸椎管狭窄症是指由于多种

病理因素导致胸椎管的管腔变

窄， 使椎管里面的脊髓或神经受

到压迫，继而出现的一系列症状。

相较于腰椎管狭窄症， 胸椎管狭

窄症在临床上不多，但危害严重，

需要及时治疗。手术是唯一的“出

路”， 及时有效地进行减压治疗，

可能获得一定的效果。

吴毅提醒， 胸椎管狭窄早期

症状常常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相

似，为避免误诊误治，一定及早到

正规医院的专科诊断排查， 诊断

明确应积极手术治疗， 使脊髓的

压迫得到充分的减压， 给脊髓神

经的恢复提供一个较好的空间，

以免耽误治疗。

治疗胸椎管狭窄症

手术是唯一“出路”

毒蘑菇中毒急救：或马上催吐

专家提醒千万不要采食野外的蘑菇，一旦发现中毒应立即前往医院就医

毒蘑菇中毒的症状有哪些？

专家：常见急性胃肠炎、精神症

据介绍， 毒蘑菇毒性非常强，中

毒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光按中毒的

症状就可分为胃肠类型 、 神经精神

型、溶血型、肝肾损害型和类光过敏

性皮炎型等。

“大部分误食后出现恶心、呕吐、

腹泻、腹痛等急性胃肠炎症状，视力

模糊，以及精神亢奋、精神抑制、精神

错乱、幻觉等精神症状 ，严重的可出

现溶血 、 肝脏和肾脏损伤等严重症

状。”疾控专家强调，目前对有毒蘑菇

中毒尚无特效疗法， 且中毒症状严

重，发病急，死亡率高。

万一发生中毒怎么办？

专家：立即就医千万不能拖延

如果市民食用蘑菇后出现不适

症状，该怎么办？疾控专家介绍，出现

不适后 ，须立即前往医院就医，千万

不能拖延，否则容易引起昏迷乃至死

亡等严重后果。

可采用催吐方法急救：在中毒者

神志清楚的情况下尽快催吐。可用手

指扣咽部或用器具压迫舌部即可引

起呕吐 ；可反复尝试 ，尽量把胃内的

食物呕吐出来，以减少毒素吸收。 但

如果患者出现昏迷，则不宜进行人为

催吐，否则容易引起窒息。

李万根介绍，甲状腺是人体最

大的内分泌腺，它主要通过分泌甲

状腺激素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和

生长发育，对男女生殖系统均有重

要影响，性腺发育、男性睾丸生精

和女性月经排卵，都离不开它。 “一

旦甲状腺激素产生不足或分泌过

多，人体就会随之出现各种代谢问

题。 性欲显著下降或性欲亢进，都

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所致 ”，

李万根补充道。

专家提醒，性生活不和谐并不

可怕，关键是找对原因 。 首先要

诚恳地与伴侣谈心 ，将自身困境

与感受真实告知 ，共同面对是解

决问题的第一步 ；其次不要觉得

羞愧 、 难以启齿 ， 而耽误就医 ，

应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如果

性激素 、 心理层面 、 生活习惯 、

夫妻关系等都没有出现问题 ，不

妨查查甲状腺功能 ， 一般而言 ，

通过及早治疗 ，甲状腺功能多可

好转，性生活也会得到一定程度恢

复。

提醒:

性生活不和谐不妨查查甲状腺

信息时报讯（记者 张漫 通讯员 陈

晓霖）

一个月前， 司机李先生感觉右

下肢麻木无力， 一开始以为是刹车踩

得多了，但情况越来越严重，双足底麻

木、活动受限，后来走路都要旁人搀扶。

近日，在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检

查发现， 原来是胸椎管狭窄惹的祸。

所幸及时手术，术后恢复良好。

严重胸椎管狭窄，稍有不慎会瘫痪

48 岁的李先生已经开了近二十年

的车，平时身体还不错，一个月前感觉

右下肢麻木无力， 而且情况愈加严重，

无法开车，行走都有困难，于是到南方

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就诊。 接诊的主

任医师吴毅结合患者病史、查体及影像

学检查结果，诊断患者为胸椎椎管狭窄

症。

吴毅介绍，患者的胸椎管狭窄已经

很严重了，手术指证明确，如若不手术

的话，很快就有瘫痪风险。 但此手术风

险和难度很大， 胸椎管本来就比较窄，

手术中稍有不慎有可能损伤神经导致

瘫痪，而且术后效果因人而异，不一定

能马上见效。

经过与患者及家属详细沟通，说明

病情， 此次手术存在的希望与风险并

存。 了解情况后，李先生及家人还是希

望能尽快手术。

医生“冒险”做手术，术后症状

明显改善

完善术前准备后，南医三院脊柱外

科二科主任黎庆初组织全科讨论，制定

手术方案。 由主任医师吴毅团队为患者

手术， 术中可见双侧黄韧带骨化增厚，

右侧较左侧严重，右侧硬膜骨化，硬膜

囊严重受压。

手术团队运用高速磨钻等设备将

骨化的黄韧带去除，受压的硬膜囊恢复

形态。 经过胸椎后路椎板切除减压等精

细操作，在减压的基础上进行相应节段

的钉棒固定，重建脊柱的稳定性。 手术

全程历经 2 个多小时圆满完成。

术后配合康复治疗以及专科护理，

患者麻木无力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

比术前明显好转。“还好医生及时诊断，

冒险为我手术，术后症状一天

天好起来，

我心里的大

石头总算落

下来了。 ”李

先生非常感

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