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唐梦辉 王泽芳）
“这个包子好吃 。” 5 月 16 日早晨 ，
长沙市第三医院神经外科病房内， 郭
勇志 （化名） 正跟家人有说有笑地吃
着早餐， 根本看不出他 3 天内接受了
两次开颅手术。

郭勇志今年 30 岁。 前不久他下
晚班回家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当场
昏迷， 120 急救车火速把他送到了长
沙市第三医院。

该院神经外科主任顾湘琪介绍，
入院时检查患者属于重度昏迷， 双侧
瞳孔散大直径约 5 毫米， 对光反射消
失， 右耳流鲜血， 性命堪忧。 头颅
CT 显示， 右侧枕部硬膜外血肿， 蛛
网膜下腔出血， 右颞叶脑挫裂伤， 右
侧颞骨、 顶骨、 枕骨骨折。 医生急诊
给郭勇志做了右枕部硬膜外血肿清除
手术。 术后 2 天， 复查 CT 发现， 左
额叶出现迟发出血， 且双侧额颞叶水
肿明显。 郭志勇接受了第二次开颅手
术， 这次医生给他做了左额叶脑内血
肿清除+去骨瓣减压。 目前， 郭勇志
恢复得非常好， 意识清楚， 肢体活动
良好。

������本报讯 （通讯员 黄亚辉） 前几
日， 患有三叉神经痛不敢刷牙洗脸的
老刘， 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
科接受了手术治疗， 再也不疼了。

老刘今年 67 岁。 4 年前他开始
出现右侧面部阵发性剧痛， 如闪电样
刺痛， 每次发作数秒至一分钟， 之后
可缓解， 间歇期如常人。 可近半年来
疼痛发作越来越频繁， 每次刷牙、 洗
脸都可诱发剧烈疼痛， 难以忍受， 以
致老刘都不敢去刷牙、 洗脸了。 不久
前， 老刘来到该院神经外科就诊发
现， 导致他右侧面部剧痛的罪魁祸首
是右侧椎动脉压迫了右侧三叉神经，
而致相邻神经纤维之间产生生物电流
“短路”。

�������娄底涟源市渡头塘镇近
日按照“属地化管理， 居民
化服务” 的理念， 对辖区外
来农民工进行入户走访， 开
展健康体检、 发放宣传资料、
避孕药具等， 切实提升流入
人口均等化服务水平， 让外
来农民工共享“民生大餐”。

通讯员 张治国 刘兆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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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发现， 瘢痕癌多见
于烧伤瘢痕， 而且男性发病的几
率比女性要高。 大多是因为长期
机械性刺激致创面破溃， 而又始
终不愈或反复发作， 从而出现溃
疡恶性病变 。 瘢痕癌外观多样 ，
还会有恶臭分泌物溢出。

周忠志表示， 瘢痕溃疡一般
病情发展缓慢， 初期为瘢痕处破
损后出现溃疡， 或由小丘疹状逐
渐扩大破溃， 在长期不愈的溃疡
边缘渐渐隆起， 为角化增殖及鳞
状增生变化。 瘢痕癌通常是由于
瘢痕的不稳定因素造成的， 如瘢
痕疙瘩、 萎缩性瘢痕、 挛缩性瘢
痕等经长期的局部摩擦刺激等引
发瘢痕癌变。 癌变的间隔时间不
一， 有的可能只是几个月， 但有
的却可能是几十年。

瘢痕溃疡一旦发生癌变多为
鳞状细胞癌， 由于癌细胞被基底
与四周坚韧而致密的疤痕纤维组
织所包围， 因而一般不易发生扩
散和转移。 但早发现还是有必要
的， 人们如果发现有瘢痕的部位
出现溃烂， 且反反复复无法痊愈
时， 就要多留个心眼， 及时去正
规医院进行治疗。

此外， 周忠志提醒， 皮肤癌
变是有征兆的。

其一， 瘢痕疼痛发痒， 长期不
愈合。 皮肤斑点处或者瘢痕处有疼
痛或发痒、 破溃的症状， 可能是皮
肤癌的预警信号。 非黑色素瘤皮肤
癌， 尤其是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
癌， 最有可能伴随痛痒症状。

其二 ， 压疮 （压迫性溃疡 ）
迁延不愈。 压疮长期受到炎症刺

激， 迁延不愈， 有诱发皮肤癌变
的可能。 一般压疮创面内不新鲜
的肉芽组织突然增多， 且突出压
疮创面警惕已经发生癌变。

其三， 各种原因引起的皮肤
慢性溃疡。 皮肤慢性溃疡包括血
管性溃疡 （动脉闭塞硬化性溃疡、
静脉曲张性溃疡）、 外伤性溃疡、
感染性溃疡、 化学性溃疡、 放射
性溃疡 、 神经营养不良性溃疡 、
糖尿病性溃疡、 毒蛇咬伤性溃疡
等。 长期换药不愈合就有癌变可
能。

此外， 身体黑痣也需要警惕。
一些人觉得黑痣太丑， 影响美观，
就常常用手抠或者去美容院行激
光治疗， 反复刺激恶变几率会大
大增高。

本报通讯员 邹梅林 ������本报讯 （通讯员 汤雪 陈范才）
近日， 长沙市中心医院接诊一位因针
灸扎破肺部， 形成气胸的女患者。

据悉， 35 岁的王女士体型消瘦。
最近她肩周胀痛得厉害， 便到附近一
家按摩医院接受针灸治疗。 就在银针
扎入王女士右肩的穴位后， 她立即感
觉右胸疼痛， 回家后出现胸闷、 气
促、 呼吸困难等情况， 家人紧急送她
到长沙市中心医院心胸外科就诊， 医
生诊断为右侧气胸 ， 肺压缩接近
60%。

该院心胸外科主任袁跃西介绍，
王女士因体型比较消瘦， 针灸时银针
扎入过深， 刺破肺部， 导致肺部的气
体从破口处进入胸膜腔， 造成胸膜腔
的积气， 压缩肺部， 形成气胸。 一旦
发生气胸不及时处理， 则可因呼吸、
循环衰竭而危及生命。

烫伤疤嬗变成瘢痕癌
������59 岁的屈女士小时候额头被烫伤过， 形成了疤痕。 一年前， 瘢痕区域瘙痒， 并逐渐红
肿、 溃烂。 前不久， 屈女士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该院烧伤疮疡整形科主任周
忠志教授检查后发现， 屈女士额部有个鸭蛋大小的瘢痕溃疡， 创口感染严重， 散发阵阵恶
臭， 还有间歇性头痛。 颅脑 CT 提示考虑为恶性肿瘤， 颅骨受到侵犯。 为避免肿瘤继续向颅
内转移而贻误治疗时机， 周忠志决定立即为屈女士进行手术。 术中将额部瘢痕溃疡创底清
除， 同时清除受累的颅骨， 快速病检结果提示溃疡为鳞癌。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不
久前， 娄底新化县的一匹马突
然狂性大发， 撞倒并咬伤了 64
岁的彭大妈。 彭大妈在湖南省
人民医院进行植皮手术后， 回
想起当天的情景， 仍心有余悸。

据彭大妈介绍， 马是村民
喂养用来驼货的。 出事后， 她
被送往当地医院， CT 扫描发
现， 额部头皮组织缺损， 右侧
第 7 肋骨， 左侧第 4 前肋骨不
全性骨折， 在当地注射破伤风
疫苗后， 被转送至该院急诊一
科救治。

有关专家提醒， 尽管有些
动物平时温顺， 但是在繁殖期、
育雏期， 由于激素分泌旺盛容
易暴躁， 最好保持安全距离。

外来民工享计生“民生大餐”

医师提醒：皮肤癌变有征兆

一本好书， 巧遇咳喘良方
咳喘患者其病情往往是反

反复复 、 久治难愈 ， 频繁发
作， 不但使 “老咳喘” 们吃不
下饭、 睡不着觉、 咳得难受，
备尝疾病的折磨和煎熬。 此书
记载了古时候医学家孙思邈的
咳喘妙方， 帮你如何对抗咳喘

病， 让你呼吸畅通， 不咳不喘轻松度晚年。
读懂这本书， 教你告别咳喘病
《孙思邈与咳喘防治》 中记载了孙思邈夜

治咳喘的独特疗法与很多食疗、 药补、 中药
调理的方子， 孙思邈以独特的视角， 为读者
全面揭示咳喘病治疗的传统误区 ， 深度揭秘

“夜间治咳喘” 疗法的医学理念与具体实施方
案。 该书针对发病诱因入手， 深入浅出地揭
示了老咳喘发病根源， 并对治疗方法进行了
科学剖析， 图文并茂、 通俗易懂， 融知识性、
科学性、 实用性为一体 ， 堪称是老咳喘读者
的活字典、 教科书， 该书收录了大量的真实
案例和防治方法， 便于老咳喘患者对照学习。

该书集合各种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要点、
解决方案于一身 ， 阅读本书 ， 就能让咳喘 、
肺病等患者的病症、 疑问， 都能在书中找到
答案。 看完、 读懂这本书， 让您远离咳喘病！

咳、喘、痰、憋、闷有问题，不花一分钱，免费教你巧治老咳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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