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丧偶太伤心，真的很伤“心”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通讯员 孝俊

在网络世界，我们经常
用“哭晕在厕所”来表达内心
的悲痛。这话看似夸张，殊
不知，生活中却真有人因为
伤心过度而哭晕在厕所。

近日，身体一直不错的
长沙老人杨梦琪（化名）被送
入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 省 脑 科 医 院 ） 抢
救——不久前，她
因悲痛欲绝导致
呼吸困难，最终昏
迷，被家人送医。

太 伤 心 真
的会让人猝死
吗？ 我 们 一
起看看她的
故事。

扫一扫，分
享科普知识

1. 平时不要过度劳累和

熬夜，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

规律；

2. 适当运动，增强体质，

提高免疫能力，饭后避免剧

烈活动。阑尾炎的患者由于

体质较弱，易受到肠道病毒

或者上呼吸道感染病毒的侵

袭，所以增强体质后可以抵

御这些病毒或者细菌的侵害，

从而预防阑尾炎的发生；

3. 合理饮食。过多油腻、

辛辣或对肠道刺激性的食物

的摄入，会导致肠道功能的

紊乱，引起肠道粪石的形成。

肠道粪石形成后，可能嵌顿入

阑尾腔内，引起阑尾血功能

障碍；盛夏酷暑切忌贪凉过

度。合理的饮食，能够预防

阑尾炎的发生；

4. 适 当 的 调 节胃肠 道，

预防便秘的发生。可以吃一些

调节胃肠道益生菌或者酸奶

补充肠道的有益菌群，预防

便秘，同样也可以起到预防

阑尾炎的作用。

1. 发热。呛奶性肺炎最常见

的症状就是发热，患儿在初期就

有体温明显上升的现象，通常在

38℃以上，可持 续两天到三天。

使用退烧药能够使体温下降，但

体温只能暂时下降，不久后又会

上升。

2. 咳嗽和呼吸困难。此病的

早期症状还有咳嗽、喘息和呼吸

困难。患儿每次进食后会出现痉

挛性咳嗽，伴有气急的现象。如

果没有根除诱发因素，症状会反

复发生，严重时表现为突发性呼

吸困难，患儿会咳出浆液性泡沫

状痰，痰液带有血丝。如果咳嗽

和喘息比较严重，患儿在静止的

状态下，呼吸频率会增快，口

唇会发紫。

3. 精神状态不佳。呛奶性

肺炎还会导致患儿精神状态

变差，患儿变得不再爱玩好动，

会变得烦躁，或者陷入昏睡状

态。若患儿出现胡言乱语现象，

说明病情比较严重。

小儿脑瘫如何康复训练  文 / 陈蓉（湖南省儿童医院康复一科）

1.PT（即运动疗法），它以大

幅度运动和下肢功能训练为主，

目的在于改善残存的运动功能，

抑制不正常的姿势反射，诱导正

常的运动发育；2. 作业疗法，它

主要是训练上肢和手的功能，提

高脑瘫孩子的日常生活能力，并

为 以 后 的 职 业 培 养 工 作 能 力；

3. 语言训练，根据脑瘫儿童的吞

咽、咀嚼功能和运动障碍性构音

障碍，进行面部、口周和舌等构

音器官的训练，改善交流态度、

提高交流能力，创造言语交流的

环境；4. 感觉统合治疗，它是一

种大脑和身体相互协调的学习过

程，训练内容包括羊角球、平衡

台、圆筒吊缆、阳光隧道、独角椅、

滑梯、S 型平衡木等；5. 引导式

教育，它是针对运动功能障碍患

儿进行游戏式的综合教育方法，

把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语言治

疗认知等有机地结合成一体，目

的是增加小儿学习的主动性、趣

味性以及竞争意识。

儿童多动症该如何治疗    文 / 杨黎（湖南省儿童医院康复二科）

1.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由

于诊断仍以病史 ( 包括家长和教

师的汇报 ) 以及对患儿的行为观

察为主要依据，所以帮助家长及

教师正确认识儿童活动过度的性

质，掌握与其他原因的活动过多

进行区别十分重要；2. 必须经过

专科医生检查、诊断。①对病史

及症状进行确认和辨别。②分析

孩子的智力发育情况。③进行体

格检查、神经系统功能检查、心

理测验、电生理等方面的辅助检

查。④用鉴别诊断确诊，有助于

治疗；3. 强调“生物—社会—心理”

的综合性治疗。应从生物 ( 应用

药物改善症状 )、社会 ( 改善家庭、

学校和社会的环境，以及不当的

教育方式与态度 )、心理 ( 教育训

练和行为矫正治疗 ) 三个方面进

行综合性治疗。因为多动症儿童

的治疗过程主要在学校及家庭中，

所以除了医生之外，家长和教师

是治疗是否成功的关键人物；4. 药

物治疗。

在家就能做的感统康复训练    文 / 简鸿（湖南省儿童医院康复二科）

感统训练又称感觉统合训练，

注重的是幼儿感觉和动作的发展，

目的是帮助孩子不断与环境产生

互动，帮助孩子通过自己的触觉、

听觉、视觉等感觉，去认识物体

的形状、颜色、质地和声音，发

展孩子的动作能力、应变能力、

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等。那么，

该怎么做呢？

1. 寻找声源，发展孩子的听

觉、视觉辨别能力；2. 平地跳跃，

增强孩子的身体协调，改善脚底

及腿部支撑；3. 寻物拍物，锻炼

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4. 上下台

阶训练，锻炼孩子的行走能力和

运动协调能力；5. 走走停停，增

强孩子的模仿能力、听觉视觉等。

除了以上介绍的几种游戏，还有

很多训练项目，这些训练方法都

可以很好地改善孩子的触觉、

前庭、本体觉、手眼运用能力等。

呛奶吸入性肺炎的早期症状  文 / 张伊缘（湖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综合二科）

儿童身材矮小的原因一

般分为生长激素缺乏型和非

生长激素缺乏型两类。生长

激素由脑垂体分泌，能促进

生长，使长骨生长，人体增

高，是调节人体生长的主要

激素，如果分泌减少，生长

如何预防阑尾炎
文 / 王欣（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二科）

儿童矮小症的原因
文 / 刘月平（湖南省儿童医院门诊部门护组）

性格开朗的老奶奶突然“痛”到心脏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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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离世，她伤心到晕倒
中医常说，喜大伤心，怒大

伤肝。不久前，60 多岁的杨梦琪

就因情绪波动太大，险些丧命。  

杨梦琪是长沙人，晚年生活

一直非常幸福。性格开朗的她

能歌善舞，是小区里有名的“养

生老人”。然而，今年 5 月，随

着丈夫的离世，她的生活发

生了巨大变化—— 一时

无法接受的她变得不爱

说话，每天把

自己关在房

间，以泪洗

面。

时 间 久

了， 杨 梦 琪 的

身 体 也 发 生了

一些微妙变化。

一开始，她只是

感 觉 睡 眠 不 够，

前胸、后背总是隐

隐作痛。之后，她总会

在突然间感觉到呼吸困难，

胸口一阵阵钻心地疼。

不久前，杨梦琪在厕所

大哭了一场，哭着哭着，她感觉

到胸口憋着一股气，没等缓过来，

就昏迷了过去。直到家人发现了

她，赶紧把她送入湖南省脑科医

院急诊。

该院接诊医生详细询问了病

史，详细检查后，结果显示：肌

钙蛋白、肌酸激酶同工酶等心肌

标志物升高，怀疑是应激性心肌

病或急性心肌梗死。

随后，急诊科安排冠脉造影，

发现杨梦琪的心尖呈球囊样扩

张，收缩力减弱。也就是说，她

被确诊为应激性心肌病，俗称“心

碎综合征”。

伤心真能让人“心碎”
“长时间悲痛欲绝就是发病

的原因。”湖南省脑科医院急诊

科副主任医师周启兵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心碎综合征”

是一种心脏综合征，症状包括左

心室心尖缺失运动和类似急性

冠脉综合征的基底部过度收缩。

发病原因大多是由于患者发病前

经历过强烈的情绪波动（如爱人

意外死亡、离婚、家庭经济意外）

或身体应激（如车祸、大手术、

ICU 急救等）。

“心碎综合征并不是真的心

碎了，只是这种痛起来的感觉，

就像心脏破碎了一样。”周启兵

说，人在遇到重大情感打击时，

交感神经大量分泌儿茶酚胺类

递质，导致心肌强烈收缩，心脏

电活动异常，出现心尖球形改变，

这时心脏的跳动能力突然减弱，

造成剧烈胸痛或呼吸困难等类

似心脏病发的症状。

周启兵说，值得一提的是，

该病多见于女性，尽管患者存在

严重左室功能障碍但冠脉无严

重病变，且左室功能障碍几乎均

为可逆性，但在几天或几周内可

恢复正常，预后一般较好，只有

部分患者因诱发室颤没得到及

时抢救而死亡。所以，情绪容易

大起大落的中老年女性更要预

防这个疾病的发生。

重视心碎综合征的早期治疗
“所有心脏疾病发病都是有

黄金抢救期的。”周启兵说，在“心

碎综合征”发病的急性期，医生

主要针对相关并发症来进行支

持性治疗，比如对于心源性休克

患者可以采用机械辅助治疗，而

对于心室血栓形成的患者需要用

抗凝药物。若患者出现恶性心律

失常，如室颤发作应立即进行电

除颤、心肺复苏等。

那么，该如何预防“心碎综

合征”呢？周启兵建议，首先要

学会自我情绪管理，积极主动寻

找负性情绪发生背后的真正原

因。其次，要懂得倾诉与发泄，

不要让自己停留在负面情绪里的

时间过长。另外，患者应每 3~6

个月定期来心血管内科门诊随

访，复查心电图及心脏超声，评

价心脏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

以评估治疗效果。

速度就会缓慢或停止，导致

矮小。所以，充足的睡眠和

营养、积极的运动，有助于

儿童的生长发育。早睡（晚上

10 点前睡着）有利于生长激

素的分泌和发挥作用。非生

长激素缺乏型身材矮小的常

见原因有：1. 甲状腺素、

性激素分泌不足（甲状

腺素、性激素参与了生长发

育的调节，它们的分泌不

足也可导致矮小）。2. 先天

性异常（如女孩的 Turner

氏综合征，会引起身材矮小、

青春期延迟等）。3. 胎儿宫内

发育迟缓。这类孩子出生时

身高体重就明显小于正常儿。

4. 长期营养不良、长期慢性

疾病及恶劣环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