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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 生活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

冬冬 通讯员/罗建贞）早晚

凉、午间热，季节过渡时期

忽冷忽热的天气，极易引

起人体不适，因此也是流

行性感冒（简称流感）、麻

疹、水痘、猩红热、流行性

腮腺炎等病的高发期。桂

城卫健办提醒，市民除了

保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

风、多锻炼等健康生活方

式外，还要及时接种流感

疫苗、肺炎疫苗等相应的

疫苗，尤其是小月龄宝宝

要及时接种肺炎球菌结合

疫苗。

秋冬季节是呼吸道传

染病高发季节，呼吸道传

染病由病毒、细菌、支原

体、衣原体等多种病原体

引起，可以通过空气、飞沫

传播，也可以通过直接或

间接接触传播。不同的呼

吸道传染病临床表现不

同，常伴有发热、头痛、肌

痛、乏力、流涕、咳嗽、咳痰

等症状，严重者可发生并

发症。

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主要有流行性感冒、麻疹、

水痘、猩红热、流行性腮腺

炎等。其中，流感最为常

见。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

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分为甲、乙、丙、丁四型，其

中甲型流感常会引起流感

大流行。流感主要通过呼

吸道分泌物的飞沫传播，

也可以通过口腔、鼻腔、眼

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

传播。

轻症流感常与普通感

冒表现相似，但其发热和

全身症状更明显，部分病

例可出现高热，达 39℃~
40℃，伴畏寒、寒战、头痛、

肌肉关节酸痛、极度乏力、

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

同时，流感的部分症

状和新冠肺炎的症状类

似，比如发热、乏力、咳嗽

等，但不同于新冠肺炎的

是，流感一般起病比较

急，发热也主要是高热，

一两天内体温可能会上

升到 39℃以上，畏寒、头

痛、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

比较明显，呼吸道症状比

较轻，一般发病 3至 4天

后体温会逐渐恢复正常，

全身症状也会好转。

值得警惕的是，婴幼

儿、老年人、有心肺疾病

及其他慢性疾病患者或

免疫功能低下者患上流

感后，可能还会并发肺

炎，且治疗预后较差。因

此，桂城卫健办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只要市民重视

预防工作，做到早发现、

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

就能有效地阻断疾病的

流行与传播。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

邹韵斯通讯员/陈倩莹）近日，

一例高难度的心肺联合外科

手术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

医院（原平洲医院，下称“省医

南海医院”）顺利完成。5个

半小时的一台手术，成功帮患

者解决了心脏和肺部两大问

题，降低术后并发症风险，同

时让患者在“少挨刀”的情况

下遏制病情恶化。

头晕一月以为小毛病
却发现大问题

翁先生今年55岁，正值

中年。近1个月，他时常发现

头晕不适，常在劳累后出现症

状，但无明显的四肢乏力、胸

闷胸痛和心悸气促等表现。

本以为是小事一桩的他，到医

院一检查却发现已是重度主

动脉瓣膜返流、主动脉窦增宽

出现升主动脉瘤以及其他一

系列心脏问题。在当地医院

无法为其进行手术治疗的情

况下，他来到省医南海医院心

外科求医。

“患者入院时已经出现心

衰的症状，经心脏彩超检查显

示 他 的 左 心 射 血 分 数 为

31%，仅为正常人的一半，心

脏功能已经很差了。”省医南

海医院心外科科主任曾嵘表

示，左心射血分数是评估心脏

功能的重要依据，心脏好，收

缩力好，所以射血不成问题。

可是一旦心脏“生病”了、太累

了，就没力气去射血了，从而

使得身体其他脏器的供血供

氧减少，患者头晕也与脑血供

减少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

患者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这样

的头晕是小问题，实则他心脏

最大的主动脉血管却因为“阀

门”关闭不全，导致大量射出

的血返流回心脏，使得心脏血

管内壁增大变薄，仿佛一个

“不定时炸弹”，随时有血管破

裂大出血休克的危险。

翁先生心外科手术指征

明确，心外团队予积极调整心

功能，拟完善术前检查后择期

手术。但让人意外的是，翁先

生进行肺部CT检查时却发

现，他的右肺上叶尖段有个小

结节，呈毛刺征，影像提示可

能为早期癌变可能。这个意

外的发现让翁先生甚为苦恼，

心肺同时发现“大麻烦”，该怎

么解决？

多学科协作
为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要知道，患者如果心肺都

有问题，一般情况下会优先处

理心脏，待心脏好转后再处理

肺的问题，但开胸手术术后恢

复时间较长，可能会耽误患者

肺部病情。结合翁先生的

PET-CT结果考虑他的肺部

肿瘤属于早期病变，如果选择

心外-胸外联手同台一并处

理，对患者而言是最好的选

择。但是，这样的联合手术难

度极大，一是要面临出血风

险,切除肺部肿瘤手术本身有

出血风险，而心外手术过程要

求达到的低凝状态会使出血

的风险大为增加。其次，准备

为患者进行的“带主动脉瓣人

工血管升主动脉替换术”，术

后对患者的心、肺功能是严峻

的考验，而进行肺肿瘤手术将

切除部分肺段，这样一来将使

患者术后呼吸衰竭的机会增

加。

然而，让翁先生感到庆幸

的是，他就诊的省医南海医

院，其一贯的作风是优先为患

者考虑，敢于向难度挑战！他

们充分发挥省医托管和多学

科协作诊疗模式的优势，一方

面马上连线省医安排翁先生

进行 PET-CT检查，排查肿

瘤是否有转移表现，另一方

面，联系省医胸外科，联合麻

醉科为翁先生进行MDT多

学科会诊，商定好了最佳方

案，通过“一站式”手术一次解

决翁先生的心肺大问题。

最后，翁先生在省医心外

科于长江主任、胸外科唐继鸣

主任以及省医南海医院心外

科、麻醉科的联手努力下，既

换大血管，又切肺肿瘤。而这

台心肺联合高难度的手术前

后仅花了5个半小时，且术中

出血量少，无并发症发生。翁

先生术后转入心外科重症监

护室康复治疗，仅48小时就

顺利转回普通病房。翁先生

最新复查的左心射血分数已

恢复至 65%，达到正常人的

水平。术后第十天，翁先生经

康复锻炼，最终康复出院。

既换大血管 又切肺肿瘤
省医南海医院“一站式”手术一次解决患者的心肺大问题

及时接种疫苗 少去密集场所
桂城卫健办提醒，秋冬季节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市民

要做好相关预防措施
预防秋冬季传染病要做到以下几点

珠江时报讯（记者/丁当

通讯员/孔繁熙）岁末年初是生

产经营建设活动的“黄金期”，

工厂常常赶工期、抢进度，导

致生产安全事故易发高发。

11月17日上午，桂城街道燃

气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组织开展燃气管道及其

附属设备设施安全保护培训

班，召开桂城街道2020年岁

末年初燃气领域安全生产大

检查大督查动员会议。

桂城街道市政管理办公

室副主任翁宏文强调，保障燃

气安全，首先要加强源头管

理，各燃气生产经营企业要认

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查漏补

缺，消除隐患，切实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

其次是严格落实先制定

燃气设施保护方案后施工的

法定要求。“若各管道气运营

企业发现在燃气设施保护范

围内从事影响燃气设施安全

活动，应及时制止相关活动，

并督促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

与燃气公司共同制定燃气设

施保护方案。”翁宏文介绍，

对于未制定安全保护方案强

行继续作业的，应当及时报

告行业主管部门派员处理，

期间，燃气公司应派员监督

现场，保障燃气设施安全。

此外，还要进一步健全

城镇燃气安全管理长效机

制，完善燃气监管工作机

制。翁宏文说，各建设单位

在涉及路面开挖等工程前，

应加强与各管线特别是管道

气运营企业的协调沟通，认

真勘查所处位置的管线走向

情况，共同制定严密的管道

安全保护方案。同时，要强

化红线意识，形成全社会监

督。“市民在日常的生活和工

作中，如发现第三方施工单

位擅自开挖施工的，可立即

向公安、城管等部门报告有

关情况，及时制止违法开挖

行为，共同筑牢安全生产防

线，真正把安全风险解决在

萌芽之中。”翁宏文说。

据悉，按照“管行业必须

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

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监

管职责要求，接下来，桂城街

道各部门单位将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督促各生产经营单

位等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改，

强化安全管理，确保燃气行业

安全形势稳定，遏制各类燃气

安全事故发生。

桂城街道开展燃气管道及其附属设备设施安全保护培训

强化安全管理遏制燃气事故发生

■桂城燃气安全培训班，与会人员认真听讲。 通讯员供图

1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尤其

是在咳嗽或打喷嚏后、就餐前或接触污染环

境后要洗手；

2 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生活、工作环境的卫

生清洁和空气流通；

3 尽量减少去空气流通不畅、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尤其是儿童、老年人、体弱者和慢

性病患者；

4
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

凉。平衡膳食、多饮水，保障睡眠，保持良好

的生活习惯，坚持体育锻炼，增强机体免疫力

和抵抗力；

5
坚持佩戴口罩，人与人之间保持1米线距

离，出现咳嗽、打喷嚏时要用纸巾、毛巾等遮住

口鼻然后洗手，尽量避免接触眼睛、口鼻；

6
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呼吸道传染病有关症

状，应尽早前往医院就诊，以及时获得有效治疗，

在前往医院就诊时，患者和陪同人员应佩戴口罩；

7
在每年流感季节来临前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

等呼吸道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显著降低接种

者罹患流感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建议市民

应积极接种流感疫苗，尤其是儿童、老年人、婴幼儿

和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等是优先推荐接种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