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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站
今日

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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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风 3 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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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云 到 阴 ，有 分
散性雷阵雨，局部雨
量大，偏北风3到4级

什么情况下要切除胆囊？
专家给你详细解答

在临床上，经常有患者询问：我的胆囊都
被切除了，是不是不能吃肥肉了？胆囊术后要
注意什么？一起来看看南京市第二医院肝胆
胰治疗中心二科主任医师张郁峰的解答。

遇到这些问题，要切除胆囊
张郁峰介绍，胆囊的功能主要是储存

浓缩胆汁，而不是分泌胆汁，分泌胆汁是由
肝脏完成的。常见的胆囊疾病包括结石、
炎症、肿瘤、息肉等，此时的胆囊已经失去
了其基本功能，还引起胆汁排泄障碍，继发
感染，而且会成为各种并发症的根源，在这
种情况下，主张手术切除胆囊。胆囊肿瘤
者则更应该手术切除以根治。

此外，胆囊结石是由胆汁沉淀结晶形
成的，与个人体质有一定关系，若发生胆囊
结石则说明其体质是易发生结石的。若手
术仅取出结石，把胆囊留在体内，则术后胆
囊结石会很快复发，不能达到手术目的，故
也许会再次行胆囊切除手术。还有一些老
年人长期胆囊炎、胆结石的反复刺激，有引
起胆囊癌的可能，可进行手术切除。

胆囊切除术后，个别人由于术前胆囊
功能良好，术后会有脂肪泻，吃红烧肉、肥
肉，会引起大便次数增加，但是没有身体的
其他不适。两到三个月后，胆囊的功能由
胆管代替，基本上就没有任何影响与不适
了，达到术前的生活状态。

胆囊切除，常见有三大手术方式
张郁峰介绍，胆囊切除，通常有三大手

术方式。
传统开腹手术：传统的开腹手术操作

简单，但是需要在腹部划开较大的刀口，这
样才能有效地进行手术切除胆囊。但是此
方法术后恢复慢，容易留疤。

腹腔镜切除术：腹腔镜切除术是目前
临床上较常使用的胆囊疾病手术治疗方
法，能够利用器械将胆囊切除取出，达到有
效治疗的目的。而且此手术过程较短，患

者痛苦较小，术后恢复较快。但是使用此方
法治疗，术后护理不能忽视，只有做好这一
点才能实现疾病的最佳恢复，享受健康。

开放胆囊切除术：开放胆囊切除术也很常
见，但是主要针对于无法进行腹腔镜手术的急
慢性胆囊炎患者，只要手术后做好相关护理，
就能实现疾病的有效治疗。而对于局部粘连
解剖不清的胆囊疾病患者，可以考虑先进行胆
囊造瘘，等到3个月后再进行胆囊切除。

胆囊切除，这些注意事项要谨记
张主任表示，首先饮食上要注意以清淡

为主，比如粥类、面食类。胆结石术后患者
不宜吃太油腻的食物，逐步过渡，还是以卧
床休息为主。因此可考虑少食多餐，尽量选
择优质低蛋白饮食，如鸡肉、鱼、牛肉等，少
吃豆制品、粗粮等，不吃油炸食品。限制高
胆固醇食物如动物内脏、蛋黄、鱼子、猪蹄、
肉皮、鸡皮等，适当增加蔬菜，可防止便秘
等。若有高血压需按规则服药控制，血压在
正常范围内，注意多休息，避免受凉感冒。
平时不要进行剧烈运动和重体力的工作，可
以进行适当的散步、太极拳等。

其次胆囊切除术后需平卧6小时以上，同
时术后第一天禁食，以免加重麻药恶心、呕吐
的副作用。术后第二天排气后进流食，遵循循
序渐进的原则，从流食逐渐过渡到半流食、普
食。建议患者少食多餐，以清淡易消化、低脂
饮食为原则，有助于疾病的恢复。若为放置T
形管的患者，因其肠道胆汁减少，消化功能较
差，建议进食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注意少食多
餐，同时固定引流管，以防其脱落。

张郁峰说，从事脑力劳动者一周后可正
常工作，工作期间避免过分劳累。3个月内
避免抬举重物及重体力劳动。劳逸结合，适
当锻炼，如散步、慢跑。平时要保持心情愉
快，避免紧张和情绪激动。有出院带药者，
需按时服用消炎利胆药物。

通讯员 魏林玲 方方 诗蕴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车库被淹 车子被泡怎么办
王先生：车库被淹、车辆被泡了怎么办？
答：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

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
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
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
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
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
产安全。小区车库进水导致车辆被
泡，业主不仅可以找保险公司理赔，也
可以根据物业公司是否存在过错，要
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民法典第942条的规定，物
业作为地下车库的管理人，有义务对
地下车库的挡水、排水、防渗漏等进行
检测，确保能应对突发险情，如险情有
可能超出合理防御范围，物业公司应
提前告知业主转移贵重物品，避免造
成损失。如物业公司未及时排除险情
也未及时通知业主，导致车辆受损的，
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高楼花盆坠落砸坏车子怎么办
吴先生：因为台风，把高楼上的花

盆吹下，把我车砸坏了怎么办？
答：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如花盆、广告牌发
生脱落、坠落造成损害的，民法典第
1253条先推定该建筑物、构筑物及其
他设施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有过
错，如果其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便
需要承担责任，且台风也不能成为免除
其赔偿责任的正当理由。受损害者只
要证明自己受损及损失后果即可索赔。

行人被行道树砸伤如何索赔
李女士：路边的行道树砸伤人如

何寻求赔偿？
答：林木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对林木负

有管理、维护的职责，如及时修剪枯枝、养
护或清理病树等。路边的林木折断、倾
倒伤人，根据民法典第1257条的规定，
林木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如果不能够证明
平时对林木进行了定期管理、采取了正
确的养护措施并及时排除隐患等，就应
当被认定为对林木的养护管理不到位，
要赔偿受害者的损失。需要注意的是，
林木的管理人通常根据林木所在地点认
定，如公路两边和公共绿地的林木由市
政部门管理、小区内的林木由物业公司管
理、宅院内自种的林木由院落主人管理。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门诊故事

近日，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乳
腺科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
“‘癌’，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字
眼，但是如果患者有幸遇到一群
富有爱心的医护人员，那么抗癌
的路上也会有春风拂面、春暖花
开。当癌遇到爱，痛并快乐着，
我就是这样一位幸运的乳腺癌
患者，我幸福地遇到了白衣天
使，他们不仅用精湛的医术医治
我身体上的病痛，还用爱心抚慰
了我心灵上的创伤，他们用自己
的言行诠释了医德双馨的医者
形象⋯⋯”这封毛笔书写的感谢
信来自患者葛女士，感谢信中的
文字透露出葛女士从内心深处、
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

葛女士是在一次“两癌”筛
查中被查出患有乳腺癌，一时
间方寸大乱，来到南京市妇幼
乳腺病科就诊并住院接受手术
治疗。葛女士入院后，该院乳
腺病科医生认真诊查葛女士的
病情，对既往资料进行详细分
析。住院期间，乳腺病科团队
经过多次讨论制定了周全的手
术方案，并顺利完成手术。术
后，葛女士在医护人员的精心
照料下恢复良好。

提及治疗前的“两癌”筛查工
作，葛女士非常感激，在感谢信中
她还写道：“我更要感激乳腺病科
陆澄主任及其团队，医生亲切的
话语、温柔的笑脸仿佛就在昨天，
那是世上最悦耳的声音、最美丽
的微笑，传递给患者的是医者仁
心的大爱，是鼓起勇气的力量，是
战胜困难的信心。”

在感谢信最后，葛女士摘录
台湾著名女作家张晓风的散文
表达心中的感激和敬仰，感谢
在医治期间曾经帮助过我的所
有白衣天使，感谢抗癌的路上
你们的爱心相伴。葛女士觉得
自己遭遇疾病的同时，也是幸
运的，“两癌”筛查让她早期发
现了身体的病变，避免了极为
严重的后果。

一封手写感谢信蕴藏着浓浓
的医患情深、患者的认可和感谢，
让每一位医生都备感暖心。

通讯员 蔡晓洁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一份特殊的“礼物”：

当“癌”遇到爱

出现吞咽障碍，患者安全进食有讲究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合理膳食能增强

人自身的抵抗力。那存在吞咽障碍的患者应
该如何安全进食呢？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江苏省第二中医院）中医康复中心侯
立皓教授表示，不同病变造成的吞咽障碍不
同，对食物的要求各异，吞咽障碍的患者应选
择合理的食物和正确的进食速度。

吃饭时，食物（或液体）从口、咽、食管至
胃的推进过程中受到阻碍，即为吞咽障碍。
其主要表现为进食困难、呛咳和发音不清
晰。患者会因为食水摄入不足，轻者造成内
分泌紊乱及营养不良，重者出现白蛋白降
低，使病情加重或因食物误入气道引起吸入
性肺炎，甚至窒息死亡，是急性脑血管疾病
第一个月内致死的第三大原因。

吞咽障碍患者应选择合理的食物和正
确的进食速度。吞咽障碍患者在食物选择
方面，按照其质地的软硬程度分为四级：第
一级由果酱和浓汤构成；第二级由果酱和机

械加工的浓稠食物或加稠的液体构成；第三
级由经机械加工的软食构成；第四级由软食
和各类液体构成。不同病变造成的吞咽障
碍不同，对食物的要求各异。口腔舌功能异
常，在食物性状选择上开始时吃浓流质，功
能改善较好时进食稀流质。舌后缩力量减
弱以及咽壁收缩力减弱、喉上抬不足，都应
选择以稀流质为主。喉入口闭合不足或整
个呼吸道关闭不足，应选择以浓稠食为主。
咽期吞咽延迟应因个体差异，主要选择浓汤
或浓稠食物。环咽段功能紊乱或开放不全
主要选择稀流质为主。

吞咽障碍患者可到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中医康复中心治疗。主任中医师侯立皓，从
事康复工作20余年，擅长骨关节及神经系
统疾病中西医结合康复，对脊柱，疼痛类疾
病，中风、脊髓损伤后的康复有丰富的临床
经验。
通讯员 端梓任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冒群

健康提醒

王先生：72 岁，心脏去年装了支架，请
问可以做核磁共振检查吗？

南京市中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张
伟：新的心脏支架装好后，一个月后就可以
做核磁共振了，但建议核磁共振选择
1.5P。专家门诊时间：周五上午。

徐女士：65 岁，体检 B 超查出肝多发性
囊肿，1.6cm×1.2cm，没有症状，请问是否需
要治疗？要注意什么？

南京市第二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
顾爱东：暂时不需要治疗。肝囊肿是否需要
治疗，一看大小，二看症状，三看是否有合并
症出现。肝囊肿较小时，如直径小于5厘米

是不需特别处理及服药的，目前也没有什么
药可以让肝囊肿消失。当肝囊肿变大，尤其
直径大于10厘米，可能会因为肝囊肿压迫
邻近器官组织，出现上腹部胀痛，有些还会
有恶心、厌食等症状。这时需要警惕恶变。
另一方面，肝囊肿有自发破溃、出血及感染
等并发症风险时需要进一步治疗。肝囊肿
的饮食需要注意：要忌酒，要少食用菌变发
酵食品，如豆腐乳等。采用低蛋白饮食，少
食内脏食品和高热量食品。若仍有疑问或
者顾虑，可以到医院就诊咨询。门诊时间：
每周一上午。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健康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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