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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区一院、区二院统计，2 月以来

近 350 人次因异物卡喉就诊

医生提醒：
千万不要小看鱼骨头等异物，处理不当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凌
晓波 章宇文 姜丽丽）近日，记者从富
阳区第一人民医院与富阳区第二人民
医院了解到，2 月以来，区一院急诊科
接诊异物卡喉患者 270 余人次，区二
院急诊科接诊此类患者 70 余人次，尤
其以春节期间就诊人员居多。
两家医院急诊科医生均表示，大
部分患者是鱼骨头卡喉来医院就诊，
经专业处理后不适症状很快缓解。医
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小看鱼骨头等
异物，如果处理不当，严重的可能会有
生命危险。
“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第
一时间轻咳催吐，实在取不出来的，要
立刻去医院就诊。
”
除了异物卡喉，近段时间，两家医
院还分别遇到了异物被吞入体内的
“惊险”案例。

差点要了命的药丸
春节前，区一院急诊室来了一位
异常气急的陈大伯。由于有呼吸道疾
病史，陈大伯时常到区一院看病，算得
上是医院的老病人了。不过，这次情
况较以前严重许多，他说现在只能坐
着，一躺下就感觉要窒息。当时急诊
医生也无法行 CT 检查。随后，陈大
伯病情恶化，出现意识不清的症状。
经紧急气管插管处理后，陈大伯被送
入 ICU 治疗。完善 CT 检查后，ICU
陈俊男医师发现陈大伯气道内有个明
显的异物。
这个异物到底是什么？带着疑
问的 ICU 医师随即联系呼吸内科副
主任医师徐钦星，请他为陈大伯做床
旁气管镜检查，以便找到病根、对症
治疗。通过气管镜检查，医生看到患
者右侧支气管管腔有一个黑色圆形
异物嵌顿。
“ 黑色的，圆形，你们想想
看入院前可能吃过什么？”根据检查
情况，徐钦星再次询问患者家属，经
回忆，家属猜测应该是陈大伯长期服

被消化液染黄的鱼骨头
用的中成药药丸。
谜底揭开，但是在异物取出过程
中，医生遇到了困难。
“检查中多次尝
试，圆形异物特别容易滑动。”最后在
呼吸内科主任堵钧伟指导下，医生决
定先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药丸，待它
表面软化后再用异物钳分次取出。
随着气管镜缓缓退出，异物终于取出
来了。
见陈大伯转危为安，家属对医生
连连表示感谢，也赞叹医学技术不断
进步。
其实，经气管镜取出的异物不仅
有 药 丸 ，还 有 鸡 骨 头、假 牙、玉 米 粒
等。堵钧伟说，气管内异物是生活中
常见的急症之一，大的异物如果完全
阻塞大气道，会造成窒息，几分钟就
能夺走生命，而小的支气管异物会长
时间嵌顿在气道中，刺激气道黏膜，
使其水肿、增生，久而久之被肉芽或

纤维组织包裹，造成支气管阻塞，继
发感染、肺不张，严重者甚至会引起
呼吸衰竭，危及生命。所以，若是碰
到这类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阵阵腹痛与鱼骨头有关
前段时间，家住万市的王大伯突
然出现阵阵腹痛，他以为吃坏了肚子，
上 个 厕 所 便 能 缓 解 ，就 没 到 医 院 检
查。到了第二天晚上，腹痛症状没有
缓解，还加剧了，他才到区二院急诊外
科就诊。
急诊外科值班医生按压王大伯腹
部发现，他左、右下腹部压痛明显，立
即做腹部 B 超及 X 光检查，综合检查
考虑“不全性肠梗阻”。但王大伯梗阻
平面与查体症状不全相符，种种疑点
引起了值班医生重视。
“他既往无腹部
手术史，一年内曾查过肠镜未见明显

异常，腹痛前未进食年糕及质硬易引
起梗阻的食物。”医生认为王大伯需要
入院进一步检查治疗，经沟通后，他同
意这一方案。
被收入外二病区后，王大伯进一
步做了腹部 CT，结果显示，腹部可见
散在游离气体，并在约第三组小肠处
见异物穿破肠壁。异物形状类似骨质
物，外二病区医生赵冲首先考虑鱼骨
头或鸡骨头刺破肠壁引起穿孔。这一
猜测得到了王大伯的印证。
原来，腹痛前两天，王大伯去吃过
一次酒席，席上鸡鸭鱼肉应有尽有，他
便与亲戚边吃边聊，相谈甚欢。酒席
结束后，他并未感到明显异常，所以压
根没往这方面想。
“ 要不是医生问起
来，我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肚子痛跟
吃的东西有关。
”王大伯说。
经充分准备，王大伯接受了急诊
全麻下剖腹探查术。打开腹腔，主刀
医生赵冲一眼就看到了罪魁祸首——
一根已被消化液染黄的鱼骨头。
“鱼骨
头一端已刺破肠壁，幸好就诊及时，穿
孔肠壁上段及胃壁均无肉眼可见损
伤，修补穿孔肠壁就行。”赵冲说，如果
再拖几天，鱼骨头尖锐端可能引起周
围肠壁二次损伤，给王大伯带来更大
的伤害。
术后，经外二科医护团队的精心
治疗和护理，王大伯的肠功能已恢复，
进食流质后也没有不良反应。目前需
要密切注意的是有无消化道出血及损
伤可能。
有了这两例“前车之鉴”，医生建
议大家，吃饭时最好不要将鱼、鸡鸭等
有骨头的食物与馒头、稀饭混在一起
咀嚼，这样容易被骨头卡住。吃的时
候应前后分开，充分咀嚼后再吞咽；吃
饭时不宜说笑，以免食物呛入气管。
异物一旦误入气管，患者应尽快到医
院就医，千万不要拖延，不要试图用喝
醋等土办法解决，以免被卡住的部位
被划伤或感染，
导致并发症。

富阳开展第二十八轮新冠病毒应急监测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唐伊
敏）近日，区疾控中心对我区重点场所
开展第二十八轮新冠病毒应急监测。
此次监测共涉及城东市场、杭州联
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富阳育才路店、杭
州世纪联华超市百大连锁有限公司新
世纪店、沃尔玛浙江百货有限公司富阳
分店、昆山润华商业有限公司浙江富阳

分公司（大润发）、永辉超市等 6 家重点
场所，采集各类标本 168 份，其中冷链
食品涂抹物标本 52 份、食品外包装涂
抹物标本 8 份、从业人员咽拭子标本 48
份、环境涂抹物标本 60 份。经中心实
验室检测，新冠病毒核酸均为阴性。至
此，区疾控中心在全区已累计采集各类
标本 3034 份。

采样的同时，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
还对上述重点场所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开展督导检查，重点查看组织管
理、亮码测温、清洁消毒、人员防护、
“三
证一码”查验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从督
查情况看，部分场所从业人员未按要求
做好个人防护。
记者从区疾控中心了解到，截至 2

月 22 日 8 时，黑龙江绥化市望奎县调整
为低风险地区，至此，全国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全部清零。尽管全国疫情形势
已好转，区疾控中心提醒大家，如到人
群聚集场所，依然要佩戴口罩，尽量不
扎堆、不聚集，注意手部卫生。一旦出
现发热、咳嗽等急性呼吸道症状，要及
时到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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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来袭
气温遭
“腰斩”
周四起进入多雨期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从上周末开始，
全国多地开启“极速回暖模式”。随着冷空
气大举南下，包括富阳在内，一场明显的降
温降水过程已经开启。
区气象台监测显示，昨日城区最高气
温飙升至 27.9℃，全区最高值出现在灵桥镇
灵桥村，达到 30.3℃。其实，对于“二月高
温”，我们并不陌生。去年 2 月 25 日，城区
最高气温 29.2℃，为区气象台有记录以来 2
月历史同期最高值（以城区站为准）。
这样的异常回暖，往往意味着接下来
的降温会比较厉害，冷空气的“回马枪”威
力不可小觑。昨夜开始，北方冷空气前锋
抵达富阳。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降至
16℃，与昨日相比，下降了近 12℃。明天暖
湿 气 流 有 所 加 强 ，白 天 气 温 小 幅 回 升 至
20℃。
后天开始，随着另一股冷空气到来，再
加上暖湿气流“抵抗”，富阳将进入一段多
雨时期。2 月 26 日和 27 日都是阴雨天气，
雨量小到中等，
最高气温下跌到 12—14℃。
需要提醒的是，眼下已经进入春季，每
当暖湿气流大举北上恰逢冷空气南下时，
容易诱发强对流天气。目前来看，本周四
当天，富阳可能出现局地性雷雨，请大家注
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大风、雷电、
短时暴雨等。
同时，这轮降温过后，富阳的气温将回
落至往年同期正常水平。气温骤降容易诱
发感冒、心血管疾病等，公众要做好防寒保
暖措施。
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 月 24 日至 26
日，我国将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陕
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黄淮、江淮、江汉、
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先后有中到大雨，局
地有暴雨；东北地区北部、内蒙古东北部及
西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雪。有春运返岗或
出行计划的朋友，要及时关注雨雪天气对
交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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