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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老人完成
“人生最后一次骨折”手术

王大爷今年100岁，最近遭遇了号称
“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的髋关节骨折。在南京
市中医院，医护人员冒着高风险为其成功进
行手术，目前一切平稳，正在逐步恢复之中。

凶险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王大爷平时身体还算健康，可前不久，
在家不慎跌倒，当即腿部疼痛难忍，无法站
立。家人随后将其送往南京市中医院就
诊。到达医院急诊后，立即给王大爷拍片
检查，显示右股骨粗隆下骨折。后入住该
院骨伤科七病区，主诊医师张春雷主任医
师给王大爷做了进一步的检查后发现王大
爷同时合并右侧股骨头坏死伴骨性关节
炎，髋关节功能障碍。

张主任介绍，髋关节的骨折在老年群
体中比较常见。由于髋关节的骨折会严重
影响人的活动能力，如果不及时采取手术治
疗，伤者往往只能长期卧床。加上老年人恢
复能力较弱，还面临卧床带来的压疮、下肢
深静脉血栓、坠积性肺炎等并发症的风险，
因此也被称为“人生中最后一次骨折”。

40分钟完成老人骨折手术

由于王大爷是百岁老人，手术的风险
和难度是比较高的。保守治疗风险更小，
但考虑到后期恢复的难度，伤者很可能就
此卧床不起，无法自理。经过再三权衡，张
春雷主任认为，为了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
手术值得一搏。其实，在王大爷之前，张主
任已经做过多次高龄患者的髋关节手术，
但是百岁老人，确实还是第一次。

术前，张春雷主任带领医护团队为患
者进行了全面检查，为了确保患者的手术
安全和术后早期活动，从三个手术方案中
选择了股骨近端锁定钢板内固定这一手术
方案。做出决定后，医护人员与王大爷的

家属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并充分告知了方案
的风险和利弊。好在沟通非常顺利，医患双
方很快达成了共识。

为了保证手术顺利进行，骨伤科进行了
包括麻醉科在内的多学科会诊，针对老人情
况制定了专属的手术方案和麻醉方案。手
术中，南京市中医院麻醉科李俊、金玲两位
麻醉师全程检测，密切关注患者生命动态，
为手术保驾护航。张春雷主任说：“手术时
间越短，对患者损伤越小，越有利于患者恢
复。”在麻醉医生和手术室人员的全力配合
下，此次手术用时40分钟左右顺利完成。
手术后直接转入了普通病房。

高龄老人要避免“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张春雷主任介绍，王大爷手术的顺利实
施，和护理团队前期的努力分不开。入院
后，护士长孟贤及护理团队为王大爷做了深
静脉血栓风险评估，并进行了针对性的物理
治疗，预防静脉血栓的发生；积极指导肺功
能锻炼，防止肺部感染；定期给王大爷翻身、
拍背，预防褥疮。王大爷术后顺利转入普通
病房，护理团队立即为其设计了个性化的护
理方案，积极进行下肢功能康复，帮助王大
爷早日恢复自理能力。

南京市中医院骨伤科针对髋关节置换的
老人，实行医护团队协作治疗，做到“术前术中
术后”全流程的跟踪，给予患者更多的关注。

高龄老人跌倒后导致的骨折被称为“人生
最后一次骨折”“老年人的丧钟”。骨折本身不
会危及患者生命，但是骨折后由于卧床所引起
的并发症则可能危及生命。因此张主任提醒，
家中有高龄老人一定要注意，居家活动避免穿
拖鞋或阴雨天气避免外出以防滑倒，老人如果
不慎跌倒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医检查，切勿凭
借经验自行处理，以免误诊误治。

通讯员 张明 莫禹凡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戚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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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姐：请问吃酵素可以起到
调理身体的作用吗？

南京明基医院中医科主任周
春祥：“酵素”是目前非常热门的保
健品概念，市面上充斥着大量不同
品种不同来源的“酵素”产品，其功
能宣传可谓包罗万象，甚至有无所
不能之感。

从含义出发，酵素是一个非常
大的概念，是生物学里“酶”的别
称，是在各种生命体中广泛存在，
参与调控多种生命活动的蛋白质
或RNA。其种类和功能繁多，在
体内形成错综复杂的网络。

可以说某些酶，即“酵素”，在
促进胃肠道消化以及身体代谢方
面或许有一定作用，然而很多酵素
对人体并无好处，例如菠萝里含有
引起人口舌发麻甚至产生过敏反
应的成分，便是蛋白酶即“酵素”的
一种。如今市面上很多“酵素”产
品，来源不清楚，具体成分大多模
糊不清，且制作工艺良莠不齐。因
此建议广大民众理性选择成分明
确、来源可靠的酵素产品，尽量不
要服用自制酵素，更不将酵素作为
食物及药物的替代品使用。

专家门诊时间：周二上午、周
四上午、周六上午。

马先生：母62岁，2003年得结
肠癌，手术；2007 年得子宫癌，手
术；2009年得直肠癌，手术；2016年
得胸腺瘤，手术；2017年胆管细胞癌
时期切除一部分右肝；2018年4月
肝上发现疑似活性灶，医生让做了
介入，效果不明显，现如何治疗？

南京市第二医院肿瘤一科副
主任医师童金龙：这是一个多元肿
瘤患者，其中特别是结肠癌、直肠
癌、胆管细胞癌，都有可能出现肝
脏转移。不同部位肿瘤肝转移，治
疗手段是不同的，建议首先尽快进
行肝脏病灶穿刺活检，明确肝脏病
灶组织来源，再考虑是采用具体治
疗方法，如化疗、放疗，或者介入，
治疗手段一定需要对肝脏功能的
影响降至最低。我院肿瘤科对肿
瘤治疗经验丰富，可至我院就诊。

专家门诊时间:周三下午。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健康问答

晚上 10点了，但小明一点睡意也没
有。都已经两岁了，要他睡觉时，还特别兴奋，
上床后要讲故事、玩玩具。晚上9点上床，10
点半以后才能睡着，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一
直哭闹。记者获悉，南京市妇幼儿童睡眠门
诊自7月开诊以来，已有约100位患儿前来
就诊和咨询。这些患儿大多数都在0~5岁，
经过睡眠评估、行为干预等一系列治疗措施，
他们的睡眠问题都得到了很明显的改善。

像小明一样的睡眠问题，有什么解决办
法吗?该院儿童睡眠门诊出诊专家朱春主
任认为，小明的情况属于典型的入睡困难，
多发于2~5岁的儿童之中。而0~2岁儿童
的睡眠障碍多表现为夜醒。

据统计，在0~5岁的儿童群体中，有
20%~30%的儿童会出现睡眠障碍。以儿
童睡眠门诊开诊后的病例来看，入睡困难和
夜醒这两大问题是儿童睡眠障碍中最普遍
的。针对这两大问题，朱春主任给家长们提
供了一些解决、改善的办法。

夜醒
朱春主任介绍，从儿童的发育来看，绝

大多数儿童在6月龄时可无夜醒，但是研究
表明25％-50％的婴儿仍有夜醒，1岁左右
仍然有30％的儿童有夜醒，1-3岁儿发生
率降至16％-20％。夜醒判断的关键是能
否通过自我安抚、不需家长干预很快回睡。
如果醒来后哭闹厉害，需要家长帮助才能入
睡，就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并进行干预。

改善夜醒，家长首先要帮助孩子排除是
否有躯体疾病或者环境因素等引起的夜醒，
并进行针对性的处理，就能改善宝宝的夜醒
状况，但记住在这一过程中不要养成不良的
睡眠卫生习惯，抱睡、奶睡等问题。

如果宝宝的夜醒是因为睡眠启动障碍
导致的，那最主要的应对方法是消除不好的
睡眠启动行为，戒除抱睡、奶睡等习惯，培养
宝宝自主入睡的能力。

入睡困难
朱春主任介绍，根据《国际睡眠障碍分

类》可主要分为3种：睡眠启动相关型、入睡
行为限制不足型，混合型。

改善入睡困难，家长可从以下四个方面
入手。

1、明确床的用途。床仅仅是用来睡觉
的地方，不睡觉的时候不要在床上，也不要
在床上给孩子讲故事、玩耍等。

2、安排恰当且固定的睡前程序。睡眠
程序，指的是一系列让孩子安静轻松愉快的
活动，比如洗澡、放助眠音乐、睡前熄灯等。
睡前程序规定在15-30分钟，最多不超过
45分钟。一般建议每次4-5项固定的睡前
活动，且应该在孩子睡觉熄灯之前进行，由
此让孩子意识到睡觉时间到了。

3、奖励孩子，软硬兼施。这个年龄段
的孩子，大多都已经懂事，制定睡眠奖励，让
孩子可以目睹自己的进步。应保证奖励仍
是具体且可马上获得的，多个小奖励比少量
大奖励更有效。

4、睡眠作息规律。对于入睡困难的宝
宝，上床的时间要接近入睡的时间，上床后
家长就不要和孩子有互动，如果上床后哭闹
明显，可以适当推迟上床时间，但需要强调
的是无论多晚睡着，第2天起床的时间是固
定的，从而来帮助孩子逐步把入睡时间提
前，保障整体的睡眠需求和质量。

通讯员 王凝嫣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孩子夜醒？入睡难？
儿童睡眠门诊了解一下

疾病与健康

天气逐渐降温,自南京降级为疫情
低风险地区,不少市民已经摩拳擦掌准
备“报复性出游”,野营似乎看来是全家
出游的不错选择,江苏省第二中医院专
家提醒,在草丛中藏着许多“无形杀
手”,被咬一小口都有可能会危及生命。

杀手一:蜘蛛
大多数蜘蛛是有益的，少数蜘蛛会

咬人，一般叮咬无痛楚感,3~8小时内出
现局部皮肤风团块样凸起到全皮层坏死
的不同程度损坏,主要表现为发红、肿
胀溃烂且有压痛，有些破损的皮肤处表
现为中心起疱、青紫，周围皮肤发白，再
外面环以潮充血区，并见发热、关节痛、
恶心呕吐、斑丘疹性皮疹等症状，一旦被
蜘蛛咬伤并出现以上症状，需立即至医
院就诊，需予抗生素治疗，抬高患肢并作
冷敷、局部压迫处理，如果蛛毒中毒症候
严重，甚至须要使用抗毒液治疗。

杀手二：蜱虫
蜱虫有一盘状体躯，头胸腹融合为

一，豌豆大小，幼虫小如芝麻。蜱虫叮咬
大多在春夏两季，叮咬处常无痛楚，无任
何症状，亦可发生局部肿胀和红斑，有时
会继发起疱或出现淤斑，发生坏死和溃
疡，有时表现为慢性肉芽肿样反应，持续
多年。蜱虫传播疾病需要一定时间，传
播莱姆病至少叮食24小时，甚至须达
72小时才能有效传播。蜱虫到达宿主
身上后，通常先要游走1~2小时，找到
合适位置再开始就食，因此在蜱虫游走
时及时将其清除，可避免出现中毒感
染。蜱虫叮咬时切忌将其拍死在皮肤
上，避免蜱虫吻器留在皮肤内，最安全有
效的方法是用镊子或钝钳夹住皮肤表面
的蜱虫，夹住后持续轻柔外拉，使之脱离
皮肤。蜱虫本身可付之一炬，叮咬处应
予以消毒。防蜱虫最好的方法是把裤脚
塞进靴鞋，使用有效趋避剂。

杀手三：蜜蜂
蜂蜇伤以蜜蜂、黄蜂、马蜂最为常

见，蜜蜂毒液为酸性，马蜂毒液微碱性，
比蜜蜂毒性更强，蜂蜇伤可引起过敏反
应、凝血功能障碍甚至多脏器功能衰
竭。患者有毒虫接触或被咬部位肿胀
处，有细小咬、蜇痕及毒刺等，受伤部位
出现触痛、痒感和红肿，若伤口内遗留有
蜂刺，则易引起感染，一般情况下局部症
状可于数小时内消失，但若蜇伤头颈部、
胸部和上肢，症状则普遍较为严重。被
咬伤者会出现乏力、头昏、恶心呕吐、全
身震颤，皮肤荨麻疹、气喘、喉头水肿等，
被黄蜂马蜂蜇伤者会伴有血红蛋白尿，
甚至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死亡。一旦被
蜂蜇伤，须拔出蜂刺，拔出时不要挤压毒
囊，其次要依据蜂毒的酸碱性选择冲洗
溶液，赶往就近医院治疗。

在此提醒各位市民外出野营时尽量
穿长袖长裤，减少皮肤外露，避免毒虫咬
伤引发一系列问题，打扰您精心准备的
出行。一旦发生毒虫咬伤，请尽快赶往
就近医院诊治，不可掉以轻心。

通讯员 端梓任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健康提醒

野营出游
警惕草丛中的“无形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