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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市中小学开学时间定了
高中23日、初中小学28日报到
多所在哈高校推迟开学 陆续开始线上授课

A叠：要闻·关注·文娱·体彩 今日彩票中奖号码刊发在A02版 每份1元 发行服务质量监督热线：（0451）84657610 84671553 读者纠错热线：84652201

种 报料方式4 生
活
报
官
方
微
信

报料热线

本报官微 本报官博
龙头新闻APP 生活报网

更亲 更近 更懂你 二维码

龙
头
新
闻
客
户
端

哈
尔
滨
天
气
预
报

16日
26℃
17℃

17日

18日

多云
多云

白天
夜晚

27℃
17℃

多云
多云

白天
夜晚

28℃
18℃

晴
晴

白天
夜晚

广告广告

复兴号复兴号
首次试跑牡佳高铁首次试跑牡佳高铁

鸡汤放冰箱2天 女子喝完得脑膜炎

当心“冰箱杀手”李斯特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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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记者周琳）近日，吕女士喝了在冰箱
存放两天的鸡汤后，出现头痛、低热、腹泻等症状。
一开始，她以为是胃肠感冒，吃药后却一直没见好，
而且症状却愈发严重，于是她立即就医。经检查，吕

女士竟然患上了李斯特菌脑膜炎。
好在经过治疗，吕女士的症状已有所
好转。13日，生活报记者联系到哈
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刘荣，
她表示，冰箱里最容易滋生李斯特
菌，感染这种细菌会引发疾病。

“现在，很多人不想做饭，就会买
熟食回来吃，每次买多了吃不完，就
会放进冰箱，等到第二天再吃。特别
是一些老年人，总认为剩饭菜扔了可
惜，于是上顿吃下顿吃。但是，很多
人却不知道有一种叫做李斯特菌的
细菌，它很喜欢剩菜，尤其是已经打
开的熟食及肉类。”刘荣表示，李斯特
菌是最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

“李斯特菌生命力旺盛，对环境忍耐

性强，耐冷、耐酸、耐盐，很多细菌
在冰箱里是很难存活的，但李斯
特菌不一样，它的生命力很顽强，
在-20℃的冷冻室也能存活 1
年，所以李斯特菌还有一个外号
叫做‘冰箱杀手’。”

刘荣提醒，千万不要小看李
斯特菌，如果感染了李斯特菌，免
疫力正常的人会出现腹泻的症
状。她表示：“有市民咨询，吃了
从冰箱拿出来的剩饭后，出现拉
肚子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很有可
能就是感染了李斯特菌，只不过
症状较轻。但是如果是免疫力较
弱的人感染这种细菌，甚至可能
出现脑膜炎、败血症等严重并发

症。”
那么，如何预防李斯特菌？刘荣

介绍，李斯特菌主要以食物为传染媒
介，常会隐藏在冰箱里的一些食物当
中。“日常生活中，冰箱里的食物不要
塞的太满，也不要存放太久，食物生熟
分开。冰箱不是食物的‘保险箱’，尤
其是剩饭剩菜。市民从冰箱取出食物
后，不经加热直接吃，就很容易吃到致
病的细菌。”刘荣建议，食用蔬菜、水果
前充分洗干净；烹饪食物要加热彻底，
不吃半熟的食物；使用两套刀和砧板，
生熟分开。在储存食物的时候，尽量
使用保鲜膜、保鲜袋或保鲜盒密封保
存；冰箱储存食物在食用之前要充分
烹煮，加热3-5分钟。

生活报讯 (王甦 高军震 见习记者周莹
记者周琳) 一女子穿着8厘米高跟鞋，下楼梯
时意外摔倒，本以为只是崴脚结果却是腓骨
骨折。哈市第五医院骨科医生提醒爱美女
性，美丽重要健康更重要。

谢女士平时喜欢穿高跟鞋，而且鞋跟高
度基本都在8厘米以上。前几天，她穿着高
跟鞋下楼梯时，一不留神摔倒了，当即感到
右小腿疼痛强烈，只要稍微一活动，疼痛就
加剧，无法站立也没法行走，朋友将她搀扶
回家。本以为只是单纯的崴脚，但是第二
天，谢女士的右小腿疼痛而且肿胀。家人带
她来到第五医院，经检查，谢女士为右小腿
腓骨远端骨折。听见骨折两个字，谢女士一
下就不淡定了。她认为骨折了就一定要手
术，手术后小腿上就会留下疤痕。年纪轻轻

的就留下疤痕，以后穿裙子多难看。骨科五
病区苏郁医生耐心地劝导谢女士，通过影像
科检查结果显示，她虽然是右小腿腓骨远端
骨折，但是无论是骨折对位和对线都非常
好，只需要进行石膏固定保守治疗就可以。
听到苏郁的解释，谢女士放心了。

苏郁表示，长时间穿高跟鞋带来的健康
隐患不容忽视。穿上高跟鞋后，由于力线改
变，使膝关节软骨磨损加重，诱发或加重关
节软骨退变；当脚趾被迫和鞋前方相挤压的
时候，会使脚趾处于不自然的形态，甚至因
为弯曲而变形从而导致拇外翻。另外，穿上
高跟鞋后，骨盆前倾，腰部后仰，时间长了容
易导致腰肌劳损。同时，高跟鞋使人的重心
前移，脊柱弯曲增大，颈椎受力集中，容易造
成损伤，最终将导致颈椎病的发生。

女子穿8厘米高跟鞋下楼 摔骨折了

生活报讯（康艳立 董宇
翔 记者周琳）前不久，68岁
的张先生凌晨突发上腹痛伴
有恶心呕吐，呕吐后持续上
腹部胀痛，当日下午又出现
寒战高热，体温最高39℃，并
开始出现周身黄疸，家人急
忙带张先生前往哈市某医院
就诊。经进一步检查，明确
了是胆总管结石惹的祸。由
于张先生刚刚脑血管支架术
后半月，长期口服双抗药物
抗凝治疗，手术风险大，该院
外科无法为其手术治疗。家
人多方询问得知黑龙江省医
消化病院通过内镜治疗胆总
管结石经验丰富，便带着张
先生来到了该院消化二科。

入院后，李强副主任医
师为张先生进行了详细的检
查，诊断其为胆总管结石，且
入院前出现过两次寒战高
热，考虑合并胆道感染，不排
除合并化脓性胆管炎，内科
保守药物治疗已经不能控制
病情，需尽快为患者行经内
镜胆管取石术（ERCP及相
关治疗）。李强表示，张先生
内镜取石主要有两个问题比
较棘手，第一，不能静脉麻醉
下操作，张先生合并多种慢
性心脑血管疾病，多年的高
血压病、糖尿病及冠心病，特

别是新发的脑梗死，与麻醉
科医生进行术前讨论后，认
为张先生存在麻醉禁忌症，
不适合麻醉；第二，不能做十
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切开（胆
管开口处为十二指肠乳头括
约肌）。张先生脑血管支架
术后不到一个月，需长期口
服两种抗凝药物，但这两种
抗凝药使乳头切开术的出血
风险极高。患者同时高热寒
战，急诊胆管引流或者内镜
取石已成为张先生和家属唯
一的希望。

与家属进行充分沟通
后，李强和科室团队决定为
张先生在咽部局麻下行内镜
治疗。李强在患者咽部麻醉
清醒状态下进十二指肠镜，
由于咽部刺激引起剧烈恶
心，患者术中血压升高，心率
加快，李强冒着巨大风险，一
边安慰患者，一边娴熟地完
成了内镜治疗。ERCP（逆行
胰胆管造影）术中可见胆管
结石直径约 1.0cm，同时发
现患者乳头口松弛，李强当
即决定给予取石治疗，他选
择用碎石网篮将结石碎成小
块后取出胆管，术中顺利取
出5块黄褐色结石，成功为
张先生解除了病痛，还避免
了择期再次内镜治疗。

“多病”男子怕麻醉怕出血
医生医生““冒险冒险””为其取为其取55块结石块结石

生活报讯（田为 曹玥 记者周琳）家住
双城，今年62岁的刘先生两个月前莫名出现
乏力、头晕、恶心的情况，起初他并没有在
意。随后，他又出现食欲减退，一个月瘦了
近30斤。最近一周，他双腿和胳膊疼痛难
忍，头晕症状加重、言语笨拙并出现了意识
障碍，家人立即将他送到哈医大二院。

经检查，发现刘先生血钙含量出现危急
值，临床诊断为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高钙血症、肾功能不全。肾内科二病房毕敏
副主任医师立即对其进行了补液、利尿、透
析等一系列治疗，但刘先生各项指标并没有
明显下降，并出现急性肾衰竭、血压降低
等。见此状况，主管医生迅速将刘先生转入
重症医学科。在连续血液净化治疗的支持
下，刘先生病情略有稳定，但如果导致患者
出现一系列症状的元凶——甲状旁腺腺瘤，
一日不根除，患者就无法脱离辅助装置。重
症医学科遂邀请甲状腺外科进行会诊，但由
于患者身体状况差承受不了开刀手术，所以
建议其进行超声引导下热消融治疗。

据姜双全医师介绍，超声引导下经皮穿

刺热消融治疗是一种微创治疗新技术，对体
质较差无法承受外科手术及对美要求较高
的患者，热消融治疗具有优势和实用价值。

在局麻下，姜双全为刘先生进行了超
声引导下微波消融治疗，用时不到二十分
钟，就顺利将甲状旁腺腺瘤完全灭活，仅留
下不到2mm的针眼，术后15分钟采集静
脉血，结果显示甲状旁腺激素值从 2000
pg/ml 直接下降到 150 pg/ml，第二天激
素水平及钙离子均恢复到正常范围，刘先
生转危为安，身体不适症状消失。同日，在
顺利脱离连续血液净化治疗后，转回普通
病房。

62岁男子1个月暴瘦30斤
“元凶”是甲状旁腺腺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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