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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口疼就是心梗？其实，引起
胸痛的原因有很多。很多人觉得
心口突然被针扎了一下，或者岔气
儿疼了一会儿，是不是心绞痛、犯
心梗了？其实，有些胸痛不一定就
是心绞痛。

从外往里数，第一个是皮肤带
状疱疹。带状疱疹比较常见，而且
疼痛比较剧烈，局部碰触或者摩擦
的时候会加剧，带状疱疹早期不一
定有疹子出来，表面看不到不一定
不是，需要鉴别。

第二个是骨折，尤其是老年人
骨质疏松，常见的就是背着老年人
下楼，稍微一使劲儿，磕碰一下，肋
骨骨折了，会导致疼痛，这种痛不
碰可能不疼，一深呼吸一咳嗽可能
就疼，也需要鉴别。

而心绞痛和呼吸没有关系，是
不会伴随深呼吸而加剧疼痛的。

第三个就是肋间神经疼，肋间
神经痛也表现为刺痛，持续几秒
钟。这种刺痛一闪而过，病人就很
简单地描述“一秒钟”“一下”，那种
疼。

第四个是肋软骨炎，肋骨和胸

骨之间是软骨，肋软骨炎是一种无
菌性的炎症反应，这种疼，也会随
着呼吸或者胸廓的挤压而出现，也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胸痛。而心绞
痛是按不到的，不会出现“按着”
疼。我们的心脏是有胸廓保护着
的，是一个骨性结构，徒手是按不
到它的。

第五种胸痛是胸膜疼。当出
现肺炎、胸膜炎的时候也会引起疼
痛，特点就是呼吸、胸膜摩擦引起
疼痛。

第六种就是肺部疾病，包括我
们很重视的肺栓塞，因为它有致命
性。肺栓塞的典型表现就是胸痛、
呼吸困难和咳血。肺栓塞跟心绞
痛疼痛的差别在于，心绞痛的疼是
发作性的，肺栓塞的疼是持续性
的。当然肺栓塞的表现也并不都
是疼痛，也有不疼的症状，有的和
心绞痛很像，需要鉴别。

其他的还有临床上比较重视
的主动脉夹层、气胸。气、胸、肺组
织压扁了，也会憋气，胸痛特别明
显，尤其是那种张力性气胸，这需
要紧急处置。

病人在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前
是有一些前兆的，如发病前数日自
觉乏力、劳累感加重，胸部不适，憋
闷感，气急、心悸、烦躁等活动后症
状加重，甚至间断性的胸痛发生，
也就是心绞痛发作。

当心血管疾病患者突然出现
剧烈的心口疼痛，并伴有周身冷
汗，首先要想到急性心肌梗死的
可能。此时决不能忙于搬动，而
应该让病人就地安卧，不要翻身，
不要让其活动，不要让病人说话，
周围的人也不要大声说话，让患
者保持情绪平稳。保持空气流通
以利于患者呼吸；有条件的可立

即吸氧；如患者身边有急救药，应
及时让其服用，并拨打急救电话请
专业医务人员处理，当病人病情得
到控制后再平稳地送往医院治疗。

胸口痛并不等于胸口痛并不等于““心梗心梗””
□□临海市中医院临海市中医院 翁岳嵩翁岳嵩

什么是微小青春期？从出生到1岁多的儿童，
在临床上有一种微小青春期，常见于女孩，最多见
的是单纯乳房早发育，子宫和卵巢没有变化，也没
有其他性征出现，这是生命早期的一种正常生理
现象。一般来说，这种发育对孩子未来的发育、身
高和智力都没有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微小青春期？男婴、女婴都会出
现微小青春期。一般说来，胎儿在母体中的雌激素
水平是非常高的，当脐带剪断的时候，婴儿和母体之
间的联系结束，但是很快婴儿体内就会建立起“下丘
脑—垂体—性腺”的轴系，这是调节体内内分泌的重
要轴系之一。当孩子出生的时候，这个轴系虽然还
不太稳定，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完备的。这个时
期，孩子体内的一些性激素水平就会升高。

之所以叫微小青春期，是因为这跟青春期发
育相似，在这个时期，男孩的雄性激素以及女孩的
雌性激素都可以有明显的升高。

男婴在离开母体后不久，在数分钟之内就开始
调试其生殖内分泌系统的运行功能。此时，睾丸轻
度增大，有阴茎勃起，甚至可在脸上出现少许粉刺，
此现象可持续到半岁左右。女婴的反应稍慢一些，
但也要在出生后几个小时内开始调试自己的生殖内

分泌系统。此时，这一系统还不十分稳定，可间断地分泌雌激素，因此，部
分对雌激素敏感的女婴可出现较明显的乳房发育。由于雌激素水平的波
动，极少数女婴甚至会出现类似月经的少许阴道出血现象。

微小青春期，男婴儿一般是在半岁之前出现，女婴儿大部分在一岁之
前出现，有极小部分到两岁左右出现。

饮食是否会造成“早发育”？微小青春期既然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为什么有的孩子有，有的孩子却没有呢？除了对雌激素敏感之外，会不会
跟孩子的饮食有关系？这也是很多家长的疑问。目前没有相关的研究认
为微小青春期的出现跟饮食有关系，虽然说给孩子吃的东西要尤其注意安
全问题，但是也没必要做得太极端。孩子的饮食也要遵循营养均衡、荤素
搭配。平时注意别给孩子吃垃圾食品、反季节蔬果以及补品。

微小青春期不同于性早熟。当家长发现孩子出现青春期的表现时，往
往将其定义为“性早熟”，事实上，微小青春期和性早熟是两个概念。

为了向医生明晰界定性早熟的概念，2010年，原卫生部发出“性早熟诊
疗指南（试行），再次重申了诊断依据——女孩子在8岁以前、男孩子在9岁
以前如果出现第二性征，可以视为性早熟。但是，该指南同时指出，一些小
年龄段孩子的乳房发育，属于“小青春期”，不能简单地判定为性早熟。

微小青春期是生命早期的一种正常生理现象，一般能自愈。单纯的乳
房早发育，是两岁以下婴幼儿中比较
常见的一种现象，大多数孩子会自
愈。家长平时需要关注孩子乳晕的大
小、颜色，以及乳头是否变硬，如果乳
晕没有变黑、按压乳房没有痛的感觉，那
么只要随诊观察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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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临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胸外科一位患者终于要出
院了，在场的所有医护都由衷地为
其感到高兴，因为这场救治不仅关
乎医者技术，更是一场正能量的传
递。

2020年9月14日晚上，救护车
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夜空。伤者
老李（化名）突然昏迷并从高处坠
落在地，被紧急送来临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老李是一名外来务工人
员，到院时已神志不清，两侧瞳孔
不等大，当时并无家属在身边，也
没有其他人陪伴。

急诊外科值班医生考虑老李
存在严重脑外伤，立即启动创伤救
治MDT（多学科团队协作），开放绿
色通道。急诊马上对其进行头部、
颈椎、胸腹部、腹部CT检查。CT

提示老李为特重型闭合型颅脑损
伤、硬膜外血肿、硬膜下出血、创伤
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左侧多发肋骨
骨折、少量胸腔积液、创伤性湿肺
等多发伤。病人需紧急行开颅血
肿清除手术，但无家属无陪人在
场。总值班表示救人要紧，并立
即通知手术室安排急诊手术。经
过几个小时的手术，脑外科顺利
地完成了“硬膜外血肿清除术”，并
于次日凌晨收住 ICU 继续抢救。
但术后患者出现低血压，血色素下
降，ICU予输血输液等抗休克治疗，
考虑患者存在左侧胸腔出血，当日
上午行急诊CT检查，发现左侧胸
腔大量积液。胸外科郭剑波主任
医师认为需紧急行胸部手术。经
过几个小时的努力，胸外科团队
顺利完成了胸腔镜下胸腔探查术+

左胸腔血肿清除术+左侧多发肋骨
骨折内固定术，术后平安返回
ICU。患者血压稳定，隔日神志转
为清醒。

在 ICU医护团队的悉心治疗
下，老李很快摘掉了呼吸机。在与
医护人员交流中，老李告知医护人
员，他来自河南，多年孤身一人在
临海打工，家中只有一位80多岁的
老父亲，根本无法来临海，也无其
他亲属朋友。病情平稳后，老李转
到胸外科继续后续治疗。医院领
导针对老李的情况，安排专职陪护
人员帮忙照顾，并协助其术后康
复。在胸外科医护团队的积极治
疗下，老李终于康复出院了。

健康小科普：
多发伤是指在同一致伤因子

作用下，引起身体两处或两处以上

解剖部位或脏器的创伤，其中至少

有一处损伤可危及生命。多发伤

往往具有病情变化快、病情严重、

病情复杂、休克率高、死亡率高、容

易漏诊、容易感染、处理矛盾等特

点，在治疗上往往需要多科协助，

治疗难度高，抢救治疗时间短，需

要与时间赛跑。

创伤救治中心MDT是指针对

严重的创伤病人组成的多科协作

专业小组，在急诊接收到多发伤患

者时能够迅速启动相应的救治模

式，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

对患者进行最优的专业化治疗，可

以明显提升患者救治的成功率。

此例严重多发伤的成功救治，标志

着市一医院在多发伤救治领域取

得了成功。

（黄倍倍）

多科协作救生死——

临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成功救治1例严重多发伤患者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人
每年都会预约做体检。体检报告上
有一个常客——结节，比如肺结节、
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

很多人听说结节是介于良性肿
瘤和恶性肿瘤之间的疾病，有癌变
的可能，都会谈“结节”色变。

那么，体检查出结节，真的会癌
变吗？得了结节要注意什么呢？

结节是什么？
结节从形态上讲是一种球状或

者近球状的突起物，从触觉上说就
是一个小肿块，可见于体内多个器
官，如肺、甲状腺、肝脏、乳腺等。

大多数结节内部通常实性，这
是和囊肿（内部为液体）的最大区
别。

结节可通过影像学或触诊等方
法发现，如肺结节在胸部CT通常呈
现圆形白色阴影。

结节会不会癌变？
严格来说，并非所有结节都会

癌变，而是结节有多种类型，一类是
良性结节（不会癌变），一类是恶性
结节（其实就是早期肿瘤），还有混
合结节（良性和恶性均存在，发展较
恶性结节慢），但目前单纯通过影像
学很难以区分，通常需要结合其他
表现来判断。

首先是结节外形。通常情况下
结节越大，形状越不规则，恶性可能
性越高。

其次是危险因素。如果存在癌
症家族史，则恶性结节几率较大；长
期职业暴露于危险因素（如接触辐
射、长期抽烟史等）也会增加恶性结
节发生几率。

最后是年龄因素。由于年龄与
癌症发生密切相关，因此老年人出

现结节则需高度注意。
结节有哪些潜在危险？
常见结节有甲状腺结节和肺结

节等。
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内形成的

实性或充满液体的小肿块，无明显
症状，通常在常规体检或者进行其
他疾病诊疗过程中被发现。甲状腺
结节只有不到百分之五为恶性结
节，而且相比较于其他癌症，甲状腺
癌治疗效果较为理想，因此不需要
过度担心。有时甲状腺结节会产生
过量甲状腺素而表现出甲亢，此时
就应该进行相应的治疗。

肺结节是肺部出现的微小肿
块，大小在3厘米以下（大于3厘米
通常称为肺肿物）。近年来随着CT
等诊断技术分辨率的升高，大量小
的肺结节（几个毫米）在进行常规体
检时被发现（所有成年人肺部CT扫
描中近一半存在肺结节）。

首先，大部分肺结节都是无害

的，小于2厘米的肺结节90%以上
均为良性。造成良性肺结节的因素
很多，最常见因素为肺部原发感染
或其他疾病引发的肺部炎症，良性
结节即可表明肺部炎症仍在发生，
也可代表炎症痊愈后留下的瘢痕。
部分情况下，肺部发育异常也可造
成结节出现。

其次，恶性肺结节要高度重
视。尽管恶性肺结节比例不高，
但由于肺癌发生率和死亡率均为
第一，而早期诊断对预后有重要
影响，因此恶性结节的及时确诊
并采用有效的治疗方案将极大有
利于患者。

体检查出结节，应该怎么办？
体检发现结节是目前常见的事

情，对此要保持正常的心态，要知道
大部分结节都是良性的，不会给身
体带来太多麻烦。

如果不放心可进一步与专业医
生进行沟通，医生可结合结节形态、

临床表现、个人病史等因素对结节
风险给予一个整体判断。

最常见的建议是进行定期体
检，观察结节的大小变化，通常认为
2年内结节大小没有发生明显增加
就是良性结节，不必采取干预措施。

哪些情况下，应该进行干预？
当结节较大或边缘不规则，此

时就应该适当重视，必须和医生进
行深度交流，以确定开展进一步诊
断和治疗的必要。

以肺结节为例，如果结节较大、
有长期吸烟史或肺癌家族史，抑或
间隔半年或一年的体检结果结节出
现明显增大，此时就需考虑进一步
检查，包括增强CT、PET或生物活
检。

增强CT可获得更清晰肺结节
图像；PET 可根据癌细胞比正常
细胞摄入更多同位素标记的营养
物进行判断；生物活检是借助支
气管镜或者穿刺的方法获取结节
部位的组织样本，然后利用显微
镜确定细胞类型。如果确诊或高
度怀疑的恶性结节，则需采取进
一步治疗。

结节阶段确诊为癌症大多为早
期阶段，如果尚未出现转移，手术切
除是最好的治疗方案，通常可达到
治愈目的；如果已有部分转移，则需
联合其他治疗手段同时进行。

总之，结节大多是无害的，体检
过程中发现无需过度紧张和担心；
如果伴随其他癌症风险，定期体检
观察结节变化即可；只有在高度怀
疑恶性结节前提下才建议进一步诊
断，若确诊及时采取最优治疗方案
即可。

（来源：新华网）

有“结节”就是癌？体检发现结节，别慌张

有创动脉血压监测是将动脉
导管置入动脉内直接测量动脉内
血压的方法。临床使用过程中优
势突出：

一、保证动脉压力监测为持续
的动态变化过程，可根据动脉波形
变化来判断分析心肌的收缩能力，
不受人工加压、袖带宽度及松紧度
影响，准确可靠。

二、患者在应用血管活性药物
时可及早发现动脉压的变化。

三、导管端可以采集动脉血气
标本，减少患者痛苦。

动脉压监测的穿刺部位有：桡
动脉、足背动脉、股动脉、肱动脉、
腋动脉、颈内动脉。挠动脉位置表
浅，容易固定，并发症少，是临床常
用动脉压监测穿刺部位。

挠动脉血压监测的流程及护
理：

一、置管前评估Allen试验，判
断尺动脉是否有足够的血液供应：
压迫患者的桡动脉与尺动脉，要求
患者反复握拳直至手掌发白，检查
者松开患者的桡动脉或尺动脉，观
察患者手部循环及颜色恢复情况，
手部颜色在6秒钟之内恢复，证明
尺动脉供血良好，对另一动脉重复

相同检查。
对于昏迷者,使用改良式的

Allen试验：利用监护仪屏幕上显
示出SPO2脉博波和数字来判断。
举高穿刺手，双手同时按压尺,桡
动脉,波形和数字消失。放低手，
松开尺动脉,屏幕出现波形和数字,
即为正常，表明尺动脉供血良好。

二、穿刺过程动作轻柔稳准，
避免反复穿刺造成血管壁损伤，必
要时行超声下桡动脉穿刺置管。
密切观察术侧远端手指的颜色与
温度，当发现有缺血征象如肤色苍
白、发凉及有疼痛感等异常变化，
应及时的的拔管。穿刺失败要有
效地压迫止血，尤其对应用抗凝药
的患者，压迫止血应在 5 分钟以
上，并用宽胶布加压覆盖。必要时
局部用绷带加压包扎 30 分钟解
除。

三、连接固定妥善固定套管、
延长管及测压肢体，防止导管受压
或扭曲，校对零点，换能器的高度
应与心脏在同一水平；采用换能器
测压，应定期对测压仪校验；保证
测压管道的各个接头连接紧密，各
个三通保持良好性能，确保管路通
畅，加压装置压力在300mmHg。

认识有创血压检测认识有创血压检测
□□市二医院重症科市二医院重症科 金金 姿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