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专访

������本报讯 （通讯员 胡英 高
琳） 近日， 长沙市中心医院神
经内科收治了一名出血性脑卒
中患者， 由于患者未能识别早
期症状， 误当受凉感冒， 自行
拔罐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据悉 ， 今年 56 岁的刘大
伯 ， 患高血压 20 余年 。 不久
前， 刘大伯突然感觉右边手脚
有点麻木、 没力气， 但不影响
走路也就没重视， 以为是受了
寒感冒， 就让老伴给自己拔火
罐祛寒， 不料导致左侧肢体大
面积皮肤破溃， 遂来该院就诊。

CT 检查结果显示刘大伯为出血
性脑卒中 （即脑出血）， 但已延
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导致刘大
伯出院时未能恢复到最佳状态。

该院神经内科主任王振介
绍， 脑卒中又叫中风、 脑血管
意外， 是由于脑血管突然发生
破裂出血或因血管堵塞造成大
脑缺血、 缺氧而引起， 通常指
包括脑出血、 脑梗塞、 蛛网膜
下腔出血等疾病在内的一组急
性疾病。 卒中早期患者常表现
为头晕、 头痛、 恶心呕吐、 乏
力等。

�������近日， 国际著名妇科及盆底泌尿学专家、 德国萨克森州妇科协
会主席 Kurt�Lobodasch(库特.罗伯达仕)教授应邀到郴州市汝城县中
医医院， 开展妇科盆底诊治指导和学术交流活动， 传递国际先进医
疗技术和理念。 图为 Kurt�Lobodasch 教授在汝城县中医医院为患者
看病。 通讯员 朱忠达 朱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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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是世界肥胖日， 记
者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代谢内
分泌科见到了一年狂瘦 90 千克的
“减重冠军” 曾先生。 34 岁的他
身高 170 厘米， 他告诉记者， 自
2007 年结婚后他开始发胖， 一年
内体重增加 40 千克， 此后 8 年体
重一路看涨， 最重时达 173 千克。
发胖之后他尝试过各种减肥方法，
如运动、 按摩、 中医、 减肥药等，
可还是没能逃脱越减越肥的命运。
他属于典型的腹型肥胖， 腰围 1.6
米， 弯腰捡个东西都会累出一身
汗， 不仅如此， 2 型糖尿病、 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接踵而至 ，
还曾因过度肥胖引起脑部缺氧 、
心肺功能衰竭。 去年 5 月 17 日，
曾先生在湘雅二医院接受了腹腔
镜减重与代谢手术， 术后一个多
月就瘦了 10 多千克， 术后一年他
的体重由 173 千克减到 83 千克，
肥胖合并症也随之消失。

该院微创外科中心主任医师
刘威介绍，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 ， 肥胖呈爆炸式增长 ，
肥胖已成为全国的一大难题。 与
肥胖伴生的相关健康问题， 如糖

尿病 、 心血管问题 、 骨关节炎 、
呼吸睡眠暂停、 某些癌症都会导
致患者生活质量急剧下降， 严重
的会影响寿命。

导致肥胖的主要原因可以分为
三大类， 一是饮食结构， 如长期的
高脂肪、 高热量的饮食； 其二是生
活方式， 经常性熬夜、 生活压力
大、 运动量减少等； 三是病理性因
素导致， 如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
库欣综合征、 脑垂体瘤等。

刘威告诉记者， 对于轻中度
肥胖人群， 饮食和运动结合是最
佳减肥策略， 如： 控制体重， 长
期保持能量摄入的量， 加强运动
锻炼， 改变饮食习惯及生活方式。
对于重度肥胖人士 （BMI＞32.5；
或＞27.5 且伴有严重的代谢综合
征， 如糖尿病、 痛风等； 或 BMI
在 24-28 之间， 但女性腹围＞85、
男性腹围＞90 厘米） 来说， 减重手
术是长期且稳定减重的唯一手段。

减重手术即减重与代谢手术，
它的本质就是限制胃的容量， 是
一种良性手术。 目前国内最常用
的减重手术有两种， 一种是袖状
胃手术 ， 俗话说就是 “胃变小

了”； 一种是胃旁路手术， 就是在
胃变小的同时 “吸收少了”， 这两
种减重手术方式各有利弊， 具体
可以根据肥胖的不同程度和个体
差异， 征询医生的基础上选择适
合自己的最佳方式。

据了解， 这种微创减重手术，
只需在患者的腹部打 4 个 5-10 毫
米的小孔， 具有手术创伤小、 出血
少、 恢复快， 疤痕隐蔽、 并发症少
等特点。 术后一年平均体重可降低
31 千克。 体重降低后可以有效缓
解体重对于骨骼的压力， 从而缓解
骨关节炎； 还可以有效解决和改善
心血管疾病， 有效减低肥胖病人的
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等。

但有些患者并不适合减重手
术， 如由于某种遗传基因疾病、 内
分泌疾病导致的肥胖； 由于某些药
物的使用而继发的肥胖， 如甲状腺
激素功能低下、 糖皮质激素长期大
量的应用、 肿瘤药物的使用等造成
的肥胖， 不宜接受手术减重； 女性
患者计划在 2 年内怀孕者， 不建议
近期内做减重手术； 还有心肺功能
严重障碍， 耐受手术能力差者， 不
主张行手术治疗。

“减重冠军”微创减重 90 千克
专家谈减重手术忌宜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谢渝嫱）
前不久， 患有癫痫的陈女士， 从湖南
省人民医院药学一部得知， 自己吃了
25 年的 “祖传秘方” 竟是假药。

40 岁的陈女士家住湘西农村， 1
岁时因脑膜炎后遗症诱发癫痫， 智力
受到影响。 由于家境贫困， 一直未去
正规医院就诊， 在熟人的介绍下服用
“老中医” 的所谓 “祖传秘方”， 且一
吃就是 25 年。 这种 “祖传秘方” 黄
色小药丸号称是纯中药成分， 疗效好
且没有副作用。 伴随长时间的服药，
陈女士的癫痫症状虽然得到控制， 却
对此药产生严重依赖， 只要停药就会
发病， 还出现牙龈增生等不良反应。

陈女士的一位亲戚将小药丸送到
湖南省人民医院药学一部， 想弄清楚
药丸成分。 该院药学实验室副主任药
师刘文用质谱仪对药丸进行检测， 结
果显示此药丸成分复杂， 并非纯中药
成分， 其中还含有苯巴比妥、 苯妥英
钠等西药。 该药丸在中药中违规掺杂
西药， 未取得批准文号， 且没有药品
生产许可证和生产日期， 属于假药；
同时， 该药丸制作粗糙， 价格昂贵。

刘文呼吁， 患病应及时去正规医
院就医， 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
品， 切勿轻信所谓的 “祖传秘方”。

本报记者 邓梦玲 通讯员 徐蓉 魏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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