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袁
先生胃部不适一年多， 一直以为
是胃炎， 没想到竟是胃里面长了
个比足球还大的肿瘤， 几乎占据
整个腹腔。 近日， 他在湖南省人
民医院肝胆外科成功接受手术治
疗。

据悉， 55 岁的袁先生一年多
前开始出现胃里冒酸水 、 “烧
心” 等不适， 在当地做了胃镜显
示为 “胃炎”。 最近两个月， 袁
先生感觉腹胀严重 ， 吃不下东
西， 人也瘦了近 10 千克， 遂于
半月前住进该院肝脏外一科病
房。 医生进一步检查发现， 袁先
生胃里有个肿瘤， 位于胃后壁，

上顶膈肌、 下达盆腔， 约有 28×
22 厘米大小， 竟比足球还大， 几
乎占据他整个腹腔。

该院著名肝胆外科专家吴金
术教授带领团队于日前成功为袁
先生切除了重达 6.5 千克的肿瘤，
且术中快速病检证实为 “胃间质
瘤”。

“胃炎经过治疗没有好转，
应该进行 B 超、 CT 检查， 排除
肿瘤”， 吴金术提醒， 胃间质瘤
是一种具有潜在恶性倾向的侵袭
性肿瘤，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很
关键 ， 千万不要因为症状类似
“胃炎” 而忽视， 以免造成无法
挽回的后果。

本报专访

�������6 月 29 日， 长沙市第三医院
举行“献礼‘七·一’ 关注糖尿
病高危人群” 免费筛查公益活
动， 该院内分泌科专家全部出动
助力本次活动。 活动现场开展测
血压、 快速血糖、 血尿酸、 糖化
血红蛋白、 口服葡萄糖耐量实
验、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眼底筛
查和下肢周围神经病变筛查等近
10个项目的免费检查。 图为该院
医生正在为市民做筛查。

通讯员 唐梦辉 王泽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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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为 “世界癫痫关爱
日”， 今年的主题为 “关注校园内
的癫痫患者”。 根据最新流行病学
资料显示， 中国约有 1000 万名癫
痫患者， 且每年新发病人达 50 万
之多。 癫痫可见于各个年龄段，
青少年群体的癫痫发病率较成人
更高， 18 岁以下的青少年占六成
以上。 两岁男童奇奇就是一名饱
受癫痫发作之苦的小患者。

“他不会自己叫爸妈， 大小
便也不会喊。 平时最爱看的动画
片不看了， 最喜欢的玩具他也不
玩。” 近日， 郴州的李女士带着
两岁的儿子奇奇， 心急如焚地来
到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就诊。

原来 ， 奇奇 3 个月大的时
候， 无明显诱因地突然出现意识
不清、 肢体抽动、 面色发紫， 约
30 余秒自行缓解。 李女士带着奇
奇到当地医院检查， 诊断为 “癫
痫”。 但服药治疗发作仍无法控
制 ， 后来 ， 他们又先后辗转深
圳、 广州多家医院诊治， 药物也
换了好几种， 效果仍然不理想。
今年来， 奇奇发作愈加频繁， 每
天 5-10 次不等， 智能下降明显，

说话也吐词不清。 李女士四处打
听后， 带奇奇来到该院就诊。

医生经详细体格检查发现，
奇奇鼻子的两旁及鼻唇沟有丘疹小
结节， 臂部及躯干部存在叶片状色
素脱失白斑。 头颅磁共振 （MRI）
平扫可见室管膜下脑室边缘及大脑
皮层表面多个结节状高密度钙化病
灶。 视频脑电图可见高幅失律和各
种癫痫波。 总结分析后， 专家们认
为奇奇患的是一种罕见病， 名为
“结节性硬化症”。

“癫痫的发病机制包括遗传
因素、 电刺激或化学刺激诱发癫
痫发作 、 电生理及神经生化异
常 、 病理形态学异常与致痫灶
等， 其中如结节性硬化属于常染
色体显性遗传病。” 该院电生理
科主任李振光介绍， 结节性硬化
症是一种累及皮肤、 神经系统及
其它多个器官的常染色体显性遗
传性疾病， 患病率可达 1/6000，
男女之比为 2： 1。 根据受累部位
不同， 可有不同临床特征表现，
包括面部皮脂腺血管纤维瘤、 癫
痫发作、 颅内压升高、 智能减退
以及自闭症。

近年来， 针对本病的诊断和
治疗方面均有了全新的突破。 约
85%的结节性硬化症患者可检测
出致病突变基因 TSC1 和 TSC2。
临床试验成功支持雷帕霉素和依
维莫司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2009 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
准氨己烯酸用于结节性硬化症婴
儿痉挛症， 并显示显著疗效， 在
2012 年的国际结节性硬化症共识
会议上， 被推荐为婴儿痉挛症的
一线用药。 李振光指出， 对于药
物难治性癫痫， 通常采用手术治
疗， 食疗、 神经刺激以及雷帕霉
素靶蛋白 （mTOR） 抑制剂可作
为其辅助治疗， 可以大大提高生
活质量。 不过， 目前尚缺乏有效
手段治愈本病， 也无法准确预测
疾病的病程和严重程度， 但经过
严密的监测和适当的治疗， 患者
寿命可不受影响。

李振光提醒， 早期筛查与识
别， 系统科学治疗结节性硬化症
相关性神经精神疾病， 可有效减
少致残率 ， 提高疗效与生活质
量。

通讯员 石荣

������本报讯 （通讯员 程浩峰 何君 ）
“牙痛不是病？ 痛起来真要命” 这句民间
俗语对熊女士来说差点一语成谶。 近日，
因牙痛就医于湖南省肿瘤医院的熊女士，
经过检查发现， 原来导致她牙痛的罪魁
祸首居然是脑内的三叉神经鞘瘤。

据了解， 常德安乡 53 岁的熊女士，
前不久突然出现右侧下颌牙痛， 就在附
近诊所止痛消炎。 没想到， 半月后她再
次出现牙痛， 考虑蛀牙便拔掉了一颗坏
牙齿， 牙痛暂时减轻， 但一周后牙痛却
更厉害了， 回诊所复诊， 又拔掉了一颗
牙， 最终牙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于
是来到该院就诊。 通过头部磁共振检
查， 显示右侧桥脑小脑角占位病变， 结
合患者病史及检查结果， 医生初步诊断
为颅内肿瘤， 考虑为三叉神经鞘瘤， 需
进行手术治疗。

该院医生解释， 导致熊女士牙痛的
罪魁祸首就是脑内的三叉神经鞘瘤。 前
几日， 熊女士在该院接受全麻下颅内右
侧颅内肿瘤切除术， 手术顺利， 病灶全
部被切除， 术后牙痛彻底治愈， 病理结
果也证实为三叉神经鞘瘤。

������本报讯 （通讯员 杜方江） 十几年
不能穿漂亮凉鞋， 不能痛痛快快逛街，
一行走脚就疼， 说起这些， 家住株洲市
天元区的胡女士苦不堪言， 而带给她痛
苦的罪魁祸首便是拇趾外翻。 近日， 胡
女士在株洲市中医伤科医院手足科接受
了矫正手术。

该院手足科主任李康贵称胡女士的
拇趾外翻非常严重， “患者有双足拇趾
外翻畸形、 双足胼胝及双足拇囊炎。 从
影像资料上看， 其拇趾外翻的角度高达
60 度， 一般超过 15 度， 就属于拇趾外
翻了， 40 度以上的为严重， 像患者这
样如此严重的则很少见。”

之后， 胡女士在该院接受了拇囊切
除、 外翻畸形矫正术， 除了拇趾， 其他
脚趾也做了， 还做了松解， 手术进行了
近 2 小时。 看着凸出的大脚骨不见了，
脚部呈现出自己从不敢想象的美丽曲
线， 胡女士非常高兴。

结节性硬化症为何致癫痫频发
专家提醒：系统科学治疗可有效减少致残率

献礼七一
关注糖尿病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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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庆祝健康管理中心
成立三周年，新升健康特供第
3 代欧米伽 3 降脂胶丸产品回
馈顾客， 原价一年量约 3600
元 （12 大盒）， 活动期间仅需
680 元，物超所值，望广大消费
者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欧米伽 3 不饱和脂肪酸，
它是由 DHA、EPA、ALA 三种

物质组成，是构成细胞膜的必需元素。不饱和脂肪
酸在血液里流动性好，能清除血管中的垃圾，溶栓
降脂，清除血液里的毒素。人体自身不能合成欧米
伽 3，只能从外界补充，我们日常食物中，一些鱼
类、水果、亚麻籽、紫苏油中含有极少量的欧米伽
3，但远远达不到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必须量。

人体的每个细胞都有一道墙———细胞膜，它
的功能是不让毒素、细菌、病毒和其他的有害物
质进入到细胞内， 并允许各种营养素进入细胞。
科学研究表明：人体欧米伽 3 摄入不足，尤其是
中老年有心脑血管症状的朋友，细胞和血管保护
能力下降，造成细胞膜缺氧，缺氧的细胞会发生
癌变，从而会导致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
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

第 3 代欧米伽 3 的主要原料来自于第三代
提取渠道――原藻：依托北京医科大学研发生产，
其提取纯度高， 经过北医三院四年临床验证，，并
获得相关部门认证；深受广大心脑血管患者欢迎。

欧米伽 3适用于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高
血糖、免疫力低下及风湿、类风湿等中老人群。如果
你使用了，效果好或不好，都请你如实地告诉你身
边的人！ 本次优惠活动发放对象：心脑血管、中风、
脑梗、脑萎缩患者以及风湿、类风湿和“三高”人群！

长期服用欧米伽 3 能辅助糖尿病人减少胰
岛素抵抗，稳定血糖波动，从而延迟糖尿病并发
症的发生与发展；能帮助提升身体免疫力，预防
和改善气喘、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

敬告： 高含量欧米伽 3溶解泡沫速度快，效
果持久。 建议用户收到后请做溶解泡沫实验，亲
眼见证第三代欧米伽 3的效果。

特别提示： 本次特惠活动由新升健康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发起，活动每个省份仅限 100个名额，
每人限一套；活动仅限三天，自 2017 年 6 月 日
始到 月 日止，活动后立即恢复原价，敬请谅解！

新型欧米伽 3���一年仅需 680元

安徽部地址：合肥市滨湖区徽州大道 5116号

咨询抢购热线：400-83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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