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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常睿敏 刘微） 6
岁女童小瑾贤前不久被诊断为颅脑动
静脉畸形， 在完成颅脑手术即将康复
时却突然出现大量咯血， 随时可能窒
息死亡。 日前她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接受急诊手术切除病灶， 成功挽回生
命， 近日已痊愈出院。

小瑾贤出生时即被发现鼻腔内长
有血管瘤， 在她 4 岁时被诊断为巨大
血管瘤并进行了切除手术。 今年 5 月
初小瑾贤突然出现了头痛、 头晕、 呕
吐、 呼之不应的症状， 被该院诊断为
“脑出血破入脑室”， 进行了动静脉畸
形切除+血肿清除术。 术后， 小瑾贤逐
渐恢复了健康。

该院庄炜副教授介绍， 6 岁小儿即
出现大咯血十分罕见。 小瑾贤患有鼻
腔血管瘤、 颈前部血管瘤、 脑血管畸
形、 左肝外叶血管瘤等多种血管相关
疾病， 本次大咯血很有可能是由于肺
动脉静脉畸形导致的肺内出血。

������本报讯 （通讯员 贾文华 杨
正强） 日前， 在湖南省胸科医院
耐药专科住院的患者李某， 因为
喝了一杯药酒， 险些送掉性命。

来自常德的李某介绍， 自己
因患耐多药结核病在该院耐药专
科治疗。 前几天， 女儿、 女婿买
了些药酒， 带到医院来看望住院
的他。 三人一起共进晚餐， 李某
一高兴就小酌了一杯药酒， 随后

回病房休息。
晚上 8 点钟左右， 值班护士

查房时发现李某呼吸十分急促、
心慌气躁， 对护士的询问， 李某
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护士立即通
知医生查看。 该科副主任医师易
恒仲到床旁后， 发现李某呼气有
酒精味， 判断他可能发生了双硫
仑样反应。 立即予以药物注射、
心电监测等一系列救治措施。 目

前已经无大碍。
易恒仲介绍， 李某这种情况

叫做双硫仑样反应。 由于他当日
用了头孢类的抗生素治疗， 而抗
生素与酒精相互作用， 就发生了
体内 “乙醛积蓄” 的中毒反应。
这个反应可导致患者胸闷 、 气
短、 血压下降、 四肢乏力等， 严
重者还伴有意识丧失， 甚至有生
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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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 记者在湖南省职
业病防治院中毒科的病房见到正
在治疗铅中毒的三位病友， 一位
是怀化沅陵的杨先生， 另两位是
来自浏阳的邓奶奶老两口。 邓奶
奶见到记者后 ， 立马从床上坐
起， 拉着记者就聊了起来。

她告诉记者， 自己和老伴会
出现铅中毒， 都是乱吃保健品惹
的祸。 他们夫妻二人从市场购买
由中药洋参、 天麻、 田三七、 山
桂、 丹参等按比例打成的粉末，
每天冲水服用一勺， 一直吃了 2
年多。 今年 4 月， 她出现肚脐周
围疼痛， 且 24 小时不间断， 4 天
后腹部疼痛加重 ， 感觉头昏乏
力， 吃不好也睡不香， 人也越来
越消瘦。 儿女们见状将她送到当
地医院， 医生以为是肠胃不适，
但胃镜和肠镜检查并没发现问
题。

5 月 1 日， 邓奶奶转诊至省
城医院， 入院第 4 天医生要求邓
奶奶再次做肠镜时， 她抽血送查
血铅的结果出来了 ， 血铅值达
588 微克/升， 远超正常值， 当晚
邓奶奶便转院到湖南省职业病防
治院。 入院时该院医生查其尿铅
达 10.01 毫克/升， 正常人体尿铅

应低于 0.07 毫克/升， 整整比正常
值高出 143 倍。 次日， 她老伴周
大爷因胸痛在该院查出血铅超标，
并明确他的胸痛是由铅中毒导致。
目前， 在经过 3 个疗程的特效解
毒剂治疗排铅后， 老两口的症状
基本消失， 吃得下也睡得香。

同病房的杨先生对记者说，
他出现铅中毒， 是因为一种治疗
脑梗的中医秘方小药丸所致。 今
年 4 月 20 日， 他在县医院查出
脑梗， 听人说县里有位名老中医
有独家秘方小药丸可治， 只要 30
元一瓶， 因此他一口气买了 5 瓶
回来吃。 不料， 刚吃完第 2 瓶就
出现腹部绞痛、 浑身乏力， 杨先
生以为是感冒， 去拔了火罐， 结
果刚搓几把麻将 ， 疼痛又复发
了。 辗转几家医院治疗， 都不见
好转， 腹部绞痛要靠止痛针才能
缓解一小会， 有次甚至在医院痛
晕了过去。 幸运的是， 给他治疗
的医生有些经验， 在排除其他常
见疾病之后， 告诉他可能是中毒
了， 并为他联系好了湖南省职业
病防治院的中毒专家赖燕， 5 月
12 日下午他就转到了该院治疗。
接受治疗的当晚， 杨先生腹部疼
痛就减轻了。

该院中毒科主任、 主任医师
赖燕教授介绍， 生活中很多人在
无医生指导下， 在非正规药店自
行购买一些含有铅的中药和中成
药， 服用一些含铅的偏方秘方而
致铅中毒。 对于普通人来说， 出
现典型的铅中毒症状， 即腹部绞
痛、 贫血、 浑身乏力、 麻木、 头
晕头痛等情况时， 并不会想到是
中毒导致， 一般都会去综合医院
对症治疗 。 对于铅中毒患者来
说， 在综合医院对症治疗， 并不
能缓解症状， 只有找出毒物， 特
效解毒才能消除症状 ， 标本兼
治。

因此， 赖燕提醒， 当出现典
型或不典型中毒症状， 在综合医
院经检查未发现异常， 且对症治
疗未见好转， 需及时筛查毒物，
以早期发现中毒 。 一旦明确中
毒， 要及时到专科医院治疗。 千
万不要忽略毒物的影响， 铅中毒
如未能及时发现治疗， 一旦错过
最佳治疗时期， 易留下后遗症，
及时治疗则完全可以治愈。

赖燕还强调， 生活中， 不要
随意服用含有铅的中药、 中成药
秘方， 治疗疾病需定期复诊； 同
时要警惕各种化学品中毒等。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琳灵） 前不久，
星沙某培训机构的小刘度过了他惊心
动魄的 3 天。 原因是他因为熬夜看剧，
突发急性脑梗中风， 被室友紧急送往
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
急救。 目前， 小刘恢复良好。

小刘今年 24 岁， 事发当天凌晨 4
点多 ， 像往常一样熬夜玩手机的他 ，
准备起床上个厕所就睡觉， 却发现自
己无法正常坐起。 当他尝试将左脚先
挪到床沿， 再借助左手支撑床沿的力
量起身时， 结果直接摔落到床下。

接诊的该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赖宇
检查发现 ， 小刘左侧肢体活动受限 ，
但是血压、 心率等生命体征正常。 完
善头部 CT 等相关检查后， 也无明显异
常， 初步诊断为脑血管意外， 收入脑
病科住院治疗。 脑病科副主任潘强接
诊后， 明确诊断为急性脑梗死， 给予
静脉溶栓治疗。 当天上午， 小刘的左
侧肢体活动能力接近正常。 3 天后， 恢
复良好。

��������近日， 长沙市
开福区清水塘街道便
河边社区联合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邀
请长沙市第一医院神
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韦
有仕开展健康知识讲
座， 讲授脑血管病发
病因素、 健康生活方
式等相关知识； 并安
排医务人员在社区设
立义诊宣传服务咨询
点， 免费为群众测血
压、 血脂， 受到群众
欢迎。
通讯员 肖奕 粟欣怡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星 董日方） 日

前， 娄底 96 岁老人因意外摔倒， 导致
股骨骨折， 在娄底市中心医院成功接
受 “换骨” 手术。 目前， 老人已能在家
人搀扶下站立行走。

据了解， 接受 “换骨” 手术的李大
爷是涟邵矿务局的一名退休职工。 5 月
11 日凌晨， 李大爷上完厕所回房间时
不慎摔倒， 右下肢疼痛厉害， 动弹不
得。 家人拨打 120 将其送至该院。 经医
生检查， 李大爷右股骨粗隆间骨折。

5 月 22 日， 该院骨科专家团队为
李大爷实施右髋关节置换手术， 不到
40 分钟， 手术顺利完成。

长期腹痛如绞 为何难觅病因
专家谈如何早期发现铅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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