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子误食2厘米钢丝腹痛难忍

医生表示：进餐时尽量不要大笑不要边说话边吞咽

立冬后

小宝宝应合理进食

11

月

9

日下午， 上饶市第五人民

医院内窥镜室主任韩建高巧施急诊

手术，成功地从苏女士胃黏膜内取出

一长达

2

厘米的钢丝。

据了解，当日午饭过后，家住玉山

县

51

岁的苏女士突觉腹痛难忍。 家人

见状， 立即带她到当地医院检查。 经

查， 苏女士胃黏膜内有不明金属物体

插入，情况危急，医生建议她马上去上

海大医院取出。 心急如焚的一家人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上饶五院求治。

因情况特殊， 苏女士一入院，韩

建高就在急诊麻醉下，立即用无痛胃

镜，在透明帽的辅助下，借助异物钳，

在苏女士胃窦靠近幽门位置小心翼

翼地取出了一根长达

2

厘米的钢丝，

整个过程仅耗时两分钟。

据韩建高介绍，平时所取的消化

道异物中，硬币、鱼刺、鸡骨、枣核等

都比较常见，但像苏女士这样取出长

钢丝，位置又比较特殊，风险相对较

大的还是非常少见的。

在此， 韩建高提醒广大市民，进

餐时尽量不要大笑，不要边说话边吞

咽，也最好不用汤泡饭，以免误吞。若

不幸误吞异物，千万不要试图“吞”下

去。如果异物过于尖锐或停留时间较

长，穿透食管壁继发感染导致纵隔感

染、脓胸、感染性休克，严重的甚至能

导致死亡。另外一种严重的并发症是

异物刺破大动脉壁导致大出血而猝

死， 这种情况常常是比较尖锐的异

物，比如骨片、鱼刺、带钩的假牙、钢

丝等。 所以，如果误吞异物一定要及

时到有条件的医院就诊，以免延误治

疗。（潘建红 记者 吴淑兰）

������我有两个爷爷，亲爷爷自然是父

亲的父亲， 另一个是爷爷的亲弟弟。

我父亲管他叫叔叔， 而我们叫他叔

爷。 但两位爷爷我们都没有见过。 叔

爷是在

1930

年第二次大革命中牺牲

了，亲爷爷解放后于

1960

年贫病之中

过世。亲爷爷本是当时党的地下工作

者，因为只与叔爷单线联系，叔爷牺

牲后，他也就失去了组织。

兵荒马乱的年代，当时家中并不

知道叔爷已经牺牲了， 直到上饶解

放。

1950

年初，一支解放军部队在爷

爷住房的厅下驻足歇脚，其中有位解

放军干部上前跟爷爷招呼道：“老乡，

我们部队在这里休息片刻，会不会打

扰你们呀？ ”爷爷连忙摆手说：“不会

不会。 ” 于是那位解放军干部又问：

“老乡，你贵姓呀？ ”当听到我爷爷说

他姓曾，叫曾垂福时，那位解放军干

部马上说：“唉， 有个曾垂禄你认识

吗？ ”爷爷道：“那是我弟弟呀！ ”这时

候，那位解放军干部才知道，在他面

前的是他牺牲的战友———曾垂禄县

委委员的家人。“终于找到你！ ”因

此，上报了组织。 由于他两兄弟参加

革命时期早有约定， 谁将来牺牲了，

有儿子的一方要过继一个给另一方

当儿子。 所以当时组织的决定，我父

亲就这样过继给叔爷当了儿子。

在我的童年中， 总有一段这样的

记忆： 那时我们一家还住在父亲核工

业部的单位宿舍， 每年中总有个特别

的日子， 家里面突然迎来一队敲锣打

鼓的人，这些叔叔阿姨面带笑容，爸爸

妈妈也热情接待， 他们会拉着奶奶手

说着话。 我们小孩子最开心是看到他

们带来了好吃的饼干和糖果。 当然还

有一幅红红的对联。 长大后才知道那

是父亲的单位每年给军烈属的慰问。

父亲告诉我， 当时的历史背景

是：

1927

年春， 农民运动开始在上饶

县兴起，共产党人黄道、钱壁到霞坊、

湖村等地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实行

减租减息”的革命道理，发动农民成

立农会。 同年冬，横峰农民在方志敏

等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撼赣东北的农

民暴动。我的爷爷们就在那时跟随方

志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亲爷爷的地下工作是为红军

送盐送情报，但生活非常贫苦，主要

来源是靠打各种的零工，帮人家扛东

西，自己做米酒卖，卖过甘蔗，在米粉

店做帮佣，在防疫站做小工等。 他曾

经被国民党“挨户团”抓获过三次。有

一次傍晚，“挨户团” 抓获了一批人，

赶在一个大空地上， 爷爷也在其中。

有一人念着名单，每念一个名字就看

看大地主乡绅是否首肯，点头的将会

推出去立即杀头。当念到爷爷的名字

时，因为知道爷爷的弟弟在革命队伍

上而放了他。 还有一次，两个“挨户

团”的人在乡下发现了爷爷，押着爷

爷前往交差。 在押送路上，经过一个

高高窄窄的铁桥， 当地人称罗桥，桥

面离水很高，桥下流水湍急，因为窄，

三人只能排队前行， 爷爷走在中间，

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爷爷拄着耘田

的棍，想方设法将两人先后扫进了湍

急的河流，就这样又一次脱了险。

爷爷的一生在这样激荡凶险又贫

困的日子中度过， 但他始终带着一颗

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心。

1960

年，爷爷精

神恍惚了三天三夜后离开了人世。

这段封存的家史， 包括父亲的经

历，我在这次回家探亲的长住中，慢慢

收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一贯低调

到尘埃中的父亲， 不太在人前讲述爷

爷的光荣历史， 更不表述自己在工作

中兢兢业业的突出业绩。他的意思是，

这些为革命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先烈太

多太多了，我的爷爷只是其中一员，没

有什么值得写的。而在我看来，优良的

革命传统是靠我们传承的， 我们应该

如实地记录一下历史。 （曾海伦）

家住信州区的王先生最近因为

痛风发作， 脚后跟疼痛而行走困难。

王先生说， 他喜欢吃肉类和海鲜，还

爱喝啤酒，早在十几年前就落下了痛

风的毛病。“这病一发作， 那简直疼

得要命。”平常管住饮食还好，一旦放

开吃，痛风就又会找上门。那么，什么

是痛风？ 又该如何预防呢？ 记者就此

采访了上饶徐氏中医医师徐绍萍。

据徐绍萍介绍，痛风是一种常见

且复杂的关节炎类型，各个年龄段均

可能罹患本病， 男性发病率高于女

性。痛风患者经常会在夜晚出现突然

性的关节疼，发病急，关节部位出现严

重的疼痛、水肿、红肿和炎症，疼痛感

慢慢减轻直至消失， 持续几天或几周

不等。当疼痛发作时，患者会在半夜熟

睡中疼醒。最常发病的关节是大脚趾，

但发病的关节不限于此， 还常见于手

部的关节、膝盖、肘部等。 发病的关节

最终会红肿、发炎，水肿后组织变软，

活动受限，最后影响日常生活。痛风患

者常出现痛风石。在患者耳郭、关节周

围、肌腱、软组织等周围皮下可见。 痛

风石是淡黄色或白色大小不一的隆起

或赘生物，质地偏硬，类似石子。 在

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四肢形成的痛

风石，不仅严重影响肢体外形，甚至会

导致关节畸形、功能障碍、神经压迫、

皮肤破溃、窦道经久不愈，须接受手术

治疗。

徐绍萍认为， 引发痛风的原因主

要有：饮食，肉类和海鲜、酒精、含糖饮

料会增加尿酸水平， 从而增加患有痛

风的风险；肥胖，身体超重也会导致痛

风，因为超重身体会产生更多的尿酸，

肾脏消除尿酸就更困难了；健康状况，

某些疾病会增加患有痛风的风险，包

括未经治疗的高血压和慢性疾病等，

如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及心脏、肾脏

等疾病；某些药物，比如经常用来治疗

高血压的噻嗪类利尿剂、 小剂量的阿

司匹林等，都会增加尿酸水平；家族遗

传史，如果家人患有痛风，那么你患病

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

徐绍萍提醒，日常生活中，做到

以下几点可缓解痛风：减肥。 身体超

重会增加发生痛风的风险，随着体重

的减轻，痛风发作的几率也会随着下

降。研究表明，减少卡路里的摄入，即

使没有限制富含嘌呤的食物摄入，也

会降低尿酸水平，减少痛风发作的次

数。 而且瘦了还能享受更多的美食，

还能减轻对关节的整体压力。 多喝

水。 痛风患者每日饮水量应该在

2000-3000ml

左右（肾功能不全者可

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饮水）， 多喝水可

以帮助肾脏排除尿酸，避免尿酸在血

液中沉积。 少吃高糖食物，尤其是果

葡糖浆食物。每人每日添加糖摄入量

不超过

50

克， 最好限制在

25

克以内。

多吃天造食物，少吃人造食物。 适当

吃一些甜甜的西瓜、桃子等，就比直

接吃甜蛋糕、喝糖饮料要好。 禁止饮

酒。酒精是饮食中引发痛风发作的独

立危险因素。饮酒对痛风的影响与种

类有关，适量的饮用红酒并不增加痛

风的发病率， 但无论何种酒精饮品，

过量摄入均对痛风不利。严格限制高

嘌呤食物的摄入。嘌呤是一类有机化

合物， 可来源于食物中的蛋白分解，

也可由人体自身合成， 对人体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嘌呤正常代谢后在血液

里产生一种东西叫“尿酸”。 正常的尿

酸在生物体内可以抗氧化， 延缓衰老

等。 但异常的尿酸比如高尿酸血症则

会引起痛风、肾病等问题。 所以，痛风

患者须严格限制动物内脏、 海鲜、荤

汁、火锅、煎炸食物等高嘌呤食物的摄

入。肉类最好汆水弃汤后再制成菜肴，

以减少嘌呤的摄入。 缓解期需要平衡

膳食，以维持理想体重，嘌呤的摄入不

用控制得过于严格，可以适当选用低、

中嘌呤含量的食物， 但仍须禁食高嘌

呤食物。（记者 吴淑兰）

爱吃肉类和海鲜、爱喝啤酒、体重超标……

当心！ 痛风爱找这几种人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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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的爷爷们

立冬过后， 日照时间将继续

缩短，正午太阳高度继续降低。信

州区茅家岭卫生管理站负责人祝

旭提醒，小宝宝脾胃稚嫩，立冬后

切不可暴饮暴食、吃生冷食物，应

该保持一日三餐合理进食。

祝旭认为，立冬了，寒气重，

而宝宝应“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

上吃少”，不要让其吃烧烤、油炸等

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尽量多吃一些

蔬菜、水果。 这个时候，秋天刚过，

有很多当季水果，比如苹果、梨、橘

子等。 另外，秋天刚过，气候干燥，

很多宝宝体内容易缺水， 导致便

秘。 而纤维素高的食物，是肠道的

清道夫， 可以帮助肠道吸收和排

泄，而且有利于排出体内毒素。 玉

米、红薯、高粱、黄豆、红豆、豌豆等

杂粮，可以多给宝宝吃，这些杂粮

富含膳食纤维， 对宝宝身体很有

益处。

祝旭提醒，冬天，宝宝容易患

呼吸道感染疾病， 如果摄入足够

的维生素， 可以有效地增强孩子

的抵抗力。 富含维生素的蔬菜有

萝卜、豆芽、菠菜、生菜、油麦菜、

包菜、 韭菜等。 由于冬天比较干

燥，建议宝宝多吃一些润燥食物。

润燥的食物主要有白萝卜、冬瓜、

银耳、苦瓜、蘑菇等。冬季干燥，加

上房屋紧闭，空气不流通，宝宝容

易口干、鼻子干、咽喉干，这个时

候，要多喝白开水，及时补充体内

的水分。或者泡点菊花茶、玫瑰花

茶，都是很好的。 立冬之后，病毒

喜欢在气温稍凉时大肆增生，抵

抗力弱的孩子容易受到感染，而

原来有气喘、 皮肤病等过敏性疾

病的孩子， 病情也容易复发。 所

以，家有小宝宝的父母们，得好好

注意一些常见疾病的预防， 并学

习如何照顾生病的孩子。

（龚楚佳 记者 王调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