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周蓉荣
马琳） 21 岁的小谢 （化名 ）
趁着国庆长假在网吧内跟同
学一起激战了 3 天 3 夜。 结
果突发脑卒中， 经湖南省人
民医院脑卒中绿色通道救治
后， 症状才好转。

国庆长假小谢和几个要
好的同学约好一起在网吧打
打游戏放松下。 在激战的刺
激下， 小谢和同学们不知不
觉鏖战 3 天 3 夜， 寸步不离
网吧。 10 月 4 日凌晨， 正在
和同学就游戏交谈的小谢突

然没了声音 ， 并开始呕吐 ，
慢慢陷入昏迷状态 ， 同学立
即把小谢送往附近医院， 观
察了一段时间后， 医生发现
小谢仍未清醒， 且右边肢体
瘫痪， 考虑为脑卒中， 立即
联系了湖南省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 该院神经内一科副主
任医师任毅率领神经内科介
入手术组， 经过半小时即部
分恢复闭塞血管血流， 近两
小时后， 闭塞血管血栓全部
取出， 取栓成功。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见习
记者 许琬婕 通讯员 梁辉） 经
21 个学科近 20 天的全力救治，
从 20 楼坠落的岳阳 “小飞娃”
皓皓各器官功能恢复顺利， 10
月 11 日上午正式从湖南省人
民医院儿科重症监护室转至普
通病房。 当天上午的媒体发布
会上 ， 皓皓父亲语带颤抖地
说： “千言无语只有感谢， 感
谢湖南省人民医院伸出援手的
所有医护人员。”

9 月 21 日下午 4 点多， 2
岁的皓皓被邻居带到楼上玩 ，
在 17 楼楼梯口邻居偶遇一朋
友， 闲聊时大意忽略了孩子，
皓皓独自跑到了正准备装修的
20 楼 ， 从护栏跌下 。 所幸被
10 楼的晒衣杆阻挡， 加上前几
天下小雨， 皓皓掉在了软泥草
丛中。 发现孩子坠楼， 第一时

间赶来的皓皓妈妈当即将其送
到一墙之隔的华容县人民医
院 。 因皓皓头部 、 肝脏 、 脾
脏、 心脏、 肺等全身复合性外
伤， 生命垂危， 作为外科医生
的皓皓父亲通过微信朋友圈发
出求助信， 得到了湖南省人民
医院的积极回应， 皓皓被紧急
转至该院进行腹腔手术。

为皓皓做手术的著名肝胆
外科专家、 八旬老教授吴金术
介绍了惊险的手术经过。 吴金
术教授表示， 孩子刚转院过来
的时候， 整个人发绀、 血压为
零， 腹部隆起。 经检查发现，
除肾脏以外的全身器官都严重
损伤， 由于肝脏、 胰脏破裂，
全身 60%的血液都进入了腹
腔， 情况非常危急。 吴金术教
授果断洗手上台， 并带领手术
医生迅速完成肝脏切除， 切下

的肝脏约占皓皓全肝体积的
10%。 术后， 孩子被转入儿科
重症监护室， 全体医护人员都
为皓皓的病情稳定全天观察守
护。

经过 20 天的精心治疗 ，
皓皓身体各脏器逐渐恢复好
转， 并于 10 月 9 日睁开了眼
睛。 “尽管皓皓目前仍处于睁
眼昏迷状态， 但是只要积极治
疗， 相信离真正清醒已不远。”
著名儿科医学专家、 该院院长
祝益民表示， 这次奇迹是医生
们日夜兼程付出的功劳， 是通
力合作的结果， 是全社会爱心
聚积的力量。 接下来， 皓皓的
治疗将进入全面恢复过程， 医
院将采用运动疗法进行床旁康
复训练， 同时辅以中频电刺激
和音乐唤醒疗法， 帮助皓皓进
一步恢复意识。

�������近日， 郴州市中心血站联合郴州日报小记者俱乐部向全
市小学生开展血站开放日活动， 将无偿献血知识普及教育向
“低龄化” 扩张， 促进无偿献血观念向下扎根。 目前该市已有
350余名小学生参加血站开放日活动。 图为学生与家长一同学
习无偿献血读本。 通讯员 李孟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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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付艳萍） 株洲的李先生
患有老慢支， 这几天一直在在诊所里输液治
疗。 国庆期间， 他因与家人欢聚时喝了几杯
酒， 出现头晕、 恶心、 心慌的情况， 被家人送
到株洲市中心医院急诊， 医生检查发现， 李先
生是使用抗生素后饮酒导致的双硫仑样反应，
经过及时抢救， 李先生已无大碍。

双硫仑样反应， 又称戒酒硫样反应， 是由
于服用药物 （头孢类） 后饮用含有酒精的饮品
（或接触酒精） 导致的体内 “乙醛蓄积” 的中
毒反应。

引起双硫仑样反应的药物有头孢类和咪唑
衍生物。 头孢菌素类药物中的头孢哌酮、 头孢
哌酮舒巴坦、 头孢曲松、 头孢唑林 （先锋Ⅴ
号）、 头孢拉啶 （先锋Ⅵ号）、 头孢美唑、 头孢
米诺、 拉氧头孢、 头孢甲肟、 头孢孟多、 头孢
氨苄 （先锋Ⅳ号）、 头孢克洛等， 其中以头孢
哌酮致双硫仑样反应的报告最多、 最敏感， 如
有患者在使用后吃酒心巧克力、 服用藿香正气
水， 甚至仅用酒精处理皮肤也会发生双硫仑样
反应。

该院呼吸内二科副主任刘毅提醒， 应用头
孢类和咪唑衍生物做治疗时， 或停药 7 日内，
禁止饮酒以及含有酒精的饮品。

������本报讯 （通讯员 饶曼娜） 张华 （化名）
从年轻时就喜欢喝酒， 每日饮白酒 250 克， 结
果容貌体型都改变了： 颈项部大量脂肪堆积，
貌似 “河马脖”； 而且四肢近端肥胖而远端细
小， 酷似 “超人” 造型。 近日， 湖南省第二人
民医院酒瘾网瘾治疗中心收治了他。

该院酒瘾网瘾中心主任周旭辉介绍， 张华
患上的是一种叫 “河马脖” 的疾病。 “河马
脖” 其实是一种良性对称性脂肪瘤， 临床上以
头颈部为主的全身脂肪对称性、 缓慢地堆积为
其主要特点。

据了解， 良性对称性脂肪瘤多好发于中年
男性， 其病因目前还不清楚， 目前大多数研究
认为酗酒引发该病的病因较为肯定， 与长期酗
酒导致脂类代谢异常、 脂肪异常分布有关。 目
前手术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而戒酒可有效防
止复发。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军） 近日， 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收治了一例因长期服用菊三七 （又
称土三七） 致肝脏严重损害的患者陈丰 （化
名）， 目前正在医院等待肝源进行肝移植。

陈丰来自湖南永州， 今年 65 岁。 因为发
现腹胀厉害、 全身发黄辗转多家医院就诊， 一
直没有明确诊断， 作为 “肝硬化查因” 到湘雅
二医院就诊。

医生通过仔细询问病史， 得知患者在自家
院子种植了几株土三七， 每年将土三七制成粉
末， 作为活血消肿， 治疗跌打损伤及瘀积肿
痛、 痈疮肿疡的一剂良药长期服用。 结合临床
表现和影像学改变， 医生确诊患者是由于服用
土三七导致的肝窦阻塞综合征。

医生提醒， 有服用土三七习惯的民众， 要
密切注意肝脏情况的变化， 在医师或药师指导
下正确使用， 尽可能避免由于药物导致的不可
逆肝脏损伤。

孩子与家长共学献血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黄配 ）
53 岁的李女士 20 余年来频繁
出现腹痛 、 恶心 、 腹胀等不
适 ， 不能正常生活工作 。 近
日 ， 长沙市第一医院肝胆外
科专家 、 普外科一病室周峥
主任诊断李女士为Ⅰ型胆总
管囊状扩张症 ， 囊肿形状像
一个 “小香梨”。 随后， 该院
普外科团队历时 6 个多小时
在全麻下为李女士成功实施
剖腹探查+胆囊切除+胆总管
囊肿切除+胆肠吻合+肠肠端
侧吻合术 ， 术后李女士恢复
良好， 目前已顺利出院。

周峥介绍 ， 患者囊肿上
及肝门 ， 下及胰腺背面的胆
总管沟胰管汇合处 ， 病变长
10 厘米， 直径 4 厘米， 约一
个 “香梨” 大小且内壁粗糙，
与胰腺 、 肝动脉及门静脉等
重要器官粘连紧密 。 手术需
切除所有肝外病变胆管 ， 行
胆道空肠引流重建 ， 且因该
患者胰管高位汇合 ， 手术难
度远高于一般的胆肠吻合 ，
稍有不慎容易导致出现大出
血 、 副损伤等情况 ， 甚至危
及生命。

周峥提醒 ， 胆总管囊肿
国 外 研 究 证 实 癌 变 率 高 达
25.9%， 且随年龄的增长而逐
年增高 。 女性发病率高于男
性 ， 以反复发作的腹痛 、 间
歇性黄疸 、 发热呕吐等症状
多见， 可通过 B 超检查、 CT
早期诊断 。 因癌变率高且保
守治疗无效 ， 一经确诊 ， 应
及时手术治疗， 预后良好。

20楼坠落“飞娃”起死回生
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转入普通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