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孩能不能做麻醉？ 麻醉之
后容易让人变傻？ 长期饮酒的人
对麻醉不敏感？ ……这些与麻醉
有关的问题， 您了解吗？

小孩能否进行全麻， 是否会
有不良影响？

儿童因为生理发育的原因，
病情变化更快， 对麻醉医生的要
求更高。 根据美国FDA （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做出的各种
实验表明， 3岁以下的小孩， 如
果进行长时间手术， 超过3个小
时的全身麻醉， 或者短时间内反
复多次使用麻醉药， 可能导致孩
子在认知、 读写能力的某一方面
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 只要没有特殊的
脑部疾病， 全麻还是一种很安全
的方式。

局部麻醉比全麻的风险小？
如果病人病情复杂、 手术规

模又相当小的条件下， 是可以说
局部麻醉比全身麻醉安全一些。

全麻之后容易让人变傻？
这种说法也是不靠谱的。 术

前对病人进行评估后， 麻药可以
精确监控和测算血液和大脑中的
药物浓度。 “基本24小时后， 麻
药就全部代谢排出体外。”

全麻手术后， 患者会觉得记
忆力差， 精神不好， 感觉有一种
“一病傻三年” 的感觉， 其实这
和全麻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是一
种综合性的因素， 比如内分泌的
改变， 睡眠质量等的影响。

长期饮酒的人会不会 “麻
不翻 ”？

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 术前
会对患者的身体情况做评估， 长
期饮酒的人可能肝脏的代谢会比
常人快一些， 但是也不会存在中
途醒过来或者“麻不翻”的情况。

俗话说 ， “外科医生治
病， 麻醉医师保命”。 这句话
很形象地描述了麻醉医师在一
台外科手术中的重要作用。 不
过 ， 很多人认为 ， 麻醉就是
“打一针， 睡一觉”。 也有人心
存疑虑： “麻醉的风险到底有
多大？” “全身麻醉会不会影
响智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康复医院麻醉科主任卢爱
新表示， 术前访视病人时， 病
人经常会问她这些问题 。 那
么， 麻醉是不是打一针、 推点
药， 就一点都不疼了？ 真的有
人对麻醉药不敏感， 比别人需
要的药量更大吗？ 对此， 卢爱
新逐一进行了解答。

猝死易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其实， 猝死的发病征兆并不
多， 特别是有特异性和有价值的
征兆。 也正因如此， 猝死易出现
在年轻人身上。 年轻人大多认为
自己身体素质好， 不太在意健康
状况， 有点儿难受的感觉， 通常
不会立即就医， 而一旦出现恶性
病因， 往往猝不及防。

征兆1.疼痛
相比较而言， 疼痛反应是猝

死的发病征兆中最易被我们抓住
和感知的信号。 当感到胸部出现
剧烈、紧缩、压榨性的疼痛，且感
到透不过气时，就要提高警惕。

征兆2.憋气 、 明显的紫绀 、
口唇发紫、 血氧下降

如果工作性质是久坐或长期
站立， 血液循环不好， 当病情发
作时 ， 除了疼痛外 ， 若还有憋
气、 明显的紫绀、 口唇发紫、 血
氧下降等， 就要高度怀疑可能是
肺栓塞。

征兆3.重度的血压升高
对于主动脉夹层患者， 发病

征兆是剧烈疼痛， 而且在疼痛的
同时会伴有重度的血压升高。

征兆4.胸痛
大家都知道， 心绞痛和心梗

都是包括在冠心病里面的， 冠心
病的猝死率最高。 典型的冠心病
表现是胸痛， 一般发生在胸骨后
方， 整个边界不是很明确， 它的

面积会适当大一点儿， 或者说不
清到底哪儿疼， 主要是闷痛的感
觉。 心绞痛服药后， 几分钟到十
几分钟症状就会缓解。 而针扎的
刺痛或者是 “按着疼” 的感觉往
往跟心脏关系不大。

该如何预防猝死呢?

当身体出现以下几个信号，
要及时放松。 (1)嘴角溃烂；(2)夜
间磨牙；(3) 指甲上有白点；(4)便
秘和腹泻交替；(5) 牙龈出血；(6)
大腿或上臂有硬疙瘩；(7) 喉部和
胸部反复感染。

调整心态。 职场强人要承认
生命是脆弱的 。 面对过度的压
力 、 劳累 ， 人的能量是会耗尽
的， 所以要敬畏生命。

注意管控情绪。 精神上的焦
虑会加速生命能量的损耗。 当一
个人情绪易怒， 火气冲天， 说明
心理随时可能崩溃， 所以要学会
疏导、 管控情绪。

注意饮食营养均衡。饮食是能
量来源的重要方面，均衡的营养有
益于身体能量补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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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一针背后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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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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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融智惠丰人力资源发展有
限公司(注册号：110000015368937 )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已成立清算组。 清算组
负责人：李珂，清算组人员：陈雪华，
刘晓青。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特此公告。

北京融智惠丰人力资源发展有
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10 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康复医院

健康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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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打了麻醉针之后， 做
手术真的不疼吗？

卢爱新： 不疼， 是麻醉的基
本要求之一， 说的专业些， 这叫
“镇痛”。 镇痛的意义， 不仅是让
病人舒服， 更重要的在于减轻机
体在面对疼痛等伤害性刺激时产
生的各种不利的应激反应。 如疼
痛时机体增加肾上腺素的分泌而
使血压增高、 心率增快， 如果是
心脏病病人， 这些变化可能会导
致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

只有镇痛充分， 病人不觉得
疼了， 才能以平稳的状态接受手
术。 麻醉医生追求的镇痛， 不仅
是解决 “清醒” 病人能够主动表
述的疼痛 ， 即使病人 “熟睡 ”
了， 无法通过语言诉说， 麻醉医
生仍会选择必要的方法和药物，
来抑制客观存在着的疼痛。 清醒
的病人我们会给予一定的镇静镇
痛药， 抑制手术操作所带来的不
良反应。 全麻病人更不用说了，
睡一觉手术就结束了。 我们经常
和全麻病人说的一句话就是， 您
只要记住， 听见我喊您的名字睁
开眼看看我就OK了。

记者： 打麻药的过程会不会
很疼呢？

卢爱新： 打麻药时确实会有
一点疼， 因为麻醉药品都需要通
过针或者管道送达神经周围或者

血管内： 比如连续硬膜外麻醉需
要先将一根较粗的空心钢针通过
韧带进入脊椎间隙， 再将一根柔
软的塑料管通过钢针置入； 比如
一些大手术， 需要用较粗的静脉
针穿刺。

但是病人不必对这类接近平
时抽血或者打静脉针的疼痛过于
紧张， 因为开放静脉后， 麻醉医
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予一定
的镇静药， 让您把这点不愉快的
记忆忘掉， 神奇吧。 随着麻醉药
物的不断更新， 所有需要手术的
患者大可不必紧张， 麻醉医师会
负责任的让您踏实地睡过去， 安
全无痛地醒过来。

记者： 手术前为什么要询问
病人的体重？

卢爱新： 麻醉前询问病人的
体重， 这是医学的一个基础检查
和常规检查， 跟麻醉也相关。 首
先， 病人的体重与他的健康相关
的， 过胖或者过瘦， 都意味着这
个病人的基础生命状态是不正常
的。 其次， 麻醉药的计算是根据
病人的体重进行的， 麻醉医生将
根据病人的公斤体重精确地计算
麻醉药。 病人一定要如实向医生
告知自己的体重， 便于麻醉用药
的评估， 这关系到病人的安全。

记者： 门诊检查， 比如胃肠
镜能无痛吗？

卢爱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 以及各种各样与痛苦相
伴的临床检查越来越普遍， 人们
已不再满足于麻醉仅仅与手术相
伴， 而是更多的期盼从检查到治
疗的整个医疗过程都能够在无痛
中完成， 乃至在精神层面上也要
有尊严的人性化关怀。

自2000年初， 我院就已经把
临床工作与舒适化医疗完美结
合， 把无痛人流、 无痛诊刮、 无
痛取环、 无痛胃镜、 无痛肠镜列
入常规检查项目， 使患者在极度
舒适的情况下完成各项医疗检查
和治疗。

近日， 有多位网友反映， 其
在鲜花电商平台预订的鲜花， 因
花束中有一种花材是 “毒花 ”，
所收到的花被召回。

问题花材马利筋又名莲生桂
子花 、 芳草花 。 全株含白色体
液， 花朵多姿， 观赏价值高。 全
株有毒， 尤以汁液毒性较强， 可
作药用，全草及根入药，有消炎止
痛、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功效。

还有哪些我们常见的， 但又
不得不防的家居绿植呢？

吃不得马蹄莲———万一吃
了，轻则咽痛重可致命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 的
马蹄莲， 尽管有着好看的外表，
诱人的花色， 但是它全身有毒，
里面含有大量的草本钙结晶和生
物碱， 如果误食会咽痛、 呕吐，
甚至引起昏睡。

碰不得含羞草———万一碰
了，轻则瘙痒重则肿胀

小时候听说含羞草碰了会害
羞， 也就会忍不住想碰一下， 不
过， 还是少碰为妙。 因为， 含羞
草含有微量的毒性， 它的有毒成

分是有毒氨基酸， 接触会引起皮
肤肿胀， 严重的还会引起毛发脱
落。 不单单是含羞草， 常见的水
仙花 、 紫荆花 、 郁金香 、 夹竹
桃、 五色梅、 洋绣球、 小叶橡胶
树等花叶和花在接触后也可能引
起很多不适。

闻不得夜来香———万一闻
了，轻则失眠重可昏迷

夜来香的香味跟同名的乐
曲一样迷人， 只是如果长期把
它放在室内 ， 会引起头昏 、 咳
嗽， 甚至气喘、 失眠； 其夜间散
发的刺激嗅觉的微粒会使高血压
和心脏病患者病情加重； 可能导
致昏迷。

不光是夜来香， 还有兰花、
月季花、 郁金香、 松柏、 百合花
等， 其香气可能会令人兴奋而失
眠 ， 或影响食欲 ， 甚至呼吸困
难， 导致昏迷。 嗅觉通常是植
物对人体最直接的 刺 激方式 ，
长时间可能会导致嗅觉不灵敏。
所以建议最好养香味清淡的花
草， 尽可能夜间把花放在通风处
或室外。

（郑英）

这些绿植也别在家里养

白领过劳猝死的征兆
猝死更易找上年轻人

京沪召回网购“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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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麻会让人变傻
是一种偏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
麻醉科主任 卢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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