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海底
世界极地海洋
馆 10 岁的海豚
妈妈怀孕 4 个
月了， 连日来
进食较慢、 活
动量相对减少，
海豚爸爸也出
现了食欲不佳
的情况。 10 月
25 日， 湖南省
儿童医院消化
内科、 B 超专
家受邀来到海
洋馆为海豚进
行健康体检 。
图为专家为海
豚爸爸进行 B
超和胃镜体检。

通讯员
姚家琦
郭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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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骨不立，骨无节不活。 膝关节退行
性病变，关节僵硬迈不开步，肿胀积水、弯曲
时咔咔作响，蹲不下站不起，上下楼疼痛费
劲，走路打软腿…最初不太在意，直至关节
肿大变形，瘫痪在床，严重影响到生活。

多数患者，都尝试过口服药、理疗、小针
刀、手术等治疗方法，然而并不理想。 迷茫无
助之时，千年活骨膏让很多骨病患者看到了
希望。 该药是北京 371 中医中药研究院 89
岁薛国荃院长，在宋代碑刻秘方《腰膝断续
膏》基础之上，以跳伞员腰膝关节病为课题，
潜心 60 年研制而成的准字号灵药。 其精妙
之处在于： 精选 36 味纯中药材， 以香油浸
泡，超分子技术提纯，手工熬制而成。 按特定
穴位贴敷，药物可直达病灶，解决了传统膏
药吸收难、手术风险大的问题。 纯中药制剂，

安全可靠，不脏不流不过敏，还不影响洗澡。
凡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增生、滑膜炎、

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等引起的疼痛、肿胀、积
水、蹲起困难、久坐僵直等症，只需把本品贴在
特定穴位数次，关节疼痛、水肿逐渐缓解；按疗
程使用逐步营养修复软骨， 钝化增生骨刺，恢
复关节滑膜功能；坚持按周期，关节逐步灵活
自如，跑步、锻炼、爬山基本犹如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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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三年不孕
盆腔结核惹的祸

今年 25 岁的张女士来自常
德， 结婚已将近 3 年， 但始终没
能怀孕。 今年 7 月， 张女士和丈
夫到当地一家生殖医院进行不
孕不育检查， 医生发现张女士
输卵管堵塞。 面对输卵管疏通
术和试管婴儿两种怀孕方式， 在
经过多方权衡后， 张女士和丈夫
决定接受输卵管疏通术。 不料，
在进行输卵管疏通手术前的腹
腔镜检查时， 发现张女士盆腹
腔及子宫附件表面可见广泛散
在栗粒样病灶点， 双侧输卵管
还有多个黄色酪样结节， 考虑盆
腔结核可能。 9 月中旬张女士转
至湖南省胸科医院 ， 被确诊为
盆腔结核。

“张女士的盆腔结核有比较
长的病史了， 可能与她多年前曾
患过肺结核有关。 有部分盆腔结
核的患者没有典型症状， 不容易
被发现， 这也是导致她不孕不育

的主要原因。” 该院副主任医师
庞菁介绍。

目前， 经过一个多月的抗结
核治疗， 张女士的病灶有了明显
好转， 准备出院回家， 完善后续
治疗。

不孕 5年辗转求医
查出子宫内膜结核

在该院内七科住院的陈女士
今年 31 岁， 不孕已有 5 年， 一
直特别想要孩子。 陈女士平时月
经不规律， 曾吃了一年多中药调
节月经， 效果不明显。 后来进行
不孕不育的相关检查， 发现子宫
内膜息肉， 宫腔内有积液， 又反
复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抗炎治
疗 ， 仍然没有好转 。 今年 9 月
初， 再次进行子宫内膜息肉检
查， 确诊为子宫内膜结核， 转入
该院治疗。

“陈女士入院时食欲和精神
都很差， 还咳嗽， 诊断为盆腔结
核合并有轻微的肺结核。 经过治
疗后， 目前病情已经稳定， 但还

需要巩固一段时间。 在停药后半
年以上 ， 便可以开始计划怀孕
了 。 ” 该院内七科主任王玉梅
说。

“近三年来， 我院收治女性
生殖系统包括输卵管、 卵巢、 盆
腔、 宫颈、 子宫内膜等部位结核
的患者有 500 多例。 其中， 盆腔
结核和子宫内膜结核的患者有近
400例， 占到 80%。” 王玉梅介绍。

王玉梅提醒， 女性生殖器结
核多见于 20-40 岁的妇女， 或绝
经后的老年妇女。 它主要通过自
身的肺结核血行传播， 也可由腹
膜结核、 肠结核蔓延而来。 在原
发性不孕患者中， 生殖系统结核
常为主要的原因之一， 给患者造
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痛苦。

女性患者如果发现长期不
孕， 食欲差、 消瘦， 易于疲劳乏
力 ， 持续午后低热或月经期发
热， 月经不规则， 长期下腹部隐
痛等不适， 应尽早到专业的医疗
机构进行结核排查 ， 争取早治
疗， 早康复。

本报讯 （通讯员 周蓉荣） 不久前 ，
长沙的李先生忽然觉得咽喉肿痛， 当作咽
喉炎到湖南省人民医院就诊。 诊治过程
中， 李先生突然倒地， 失去意识， 情况十
分危急。

医生立即对李先生展开急救， 却发现
其反复心室颤动， 情况危急。 急救医生立
马进行多次电除颤， 不间断地为李先生进
行心肺复苏， 85 分钟后他终于恢复自主
心跳， 但心脏搏动非常微弱， 仍命悬一
线。 经诊断， 医生发现李先生患的不是咽
喉炎， 很可能是 “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由于患者误判自己咽喉炎发作， 耽误了最
佳治疗时机。

医生立即为李先生进行手术， 术后，
他仍然昏迷不醒， 无自主呼吸， 被转入重
症监护病房。 在医护人员和家人的精心照
料下， 10 月 19 日， 已经昏迷 28 天的李
先生奇迹般苏醒， 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能
听懂部分指令， 目前正在接受后续的康复
治疗。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凤 罗天女） 来自
邵阳新宁县的 10 岁女孩秀秀近 3 个月来
一直反复头痛， 当地医院考虑为 “鼻窦
炎、 鼻息肉” 予对症处理后未见明显好
转， 直到几天前秀秀突发头痛， 并晕厥后
意识不清， 家长紧急将其送至湖南省儿童
医院治疗。 入院后行心脏彩超时该院医护
人员发现秀秀的心脏上长了一个肿瘤， 该
院重症加护 2 科及心胸外科当机立断， 为
患儿开通了绿色通道， 行急诊手术。 现在
秀秀病情稳定。

据悉， 心脏粘液瘤是一种良性肿瘤，
通常形状不规则呈果冻样。 多见于成人，
在儿童中罕见。 半数以原发性心脏肿瘤为
粘液瘤。 粘液瘤通常有蒂， 在心房内像绳
球一样随血液流动而摆动。 心脏粘液瘤可
生长于心脏的任何一个腔室， 但最常见的
部位为左房， 可引起血流梗阻、 栓塞、 心
脏瓣膜功能障碍， 严重者可表现为晕厥，
甚至猝死。 一经确诊， 应立即行手术切
除。

������本报讯 （通讯员 符星 汤雪） 10 岁女
童小林 （化名） 最近经常头痛、 呕吐， 到
医院检查， 确诊为颅内血管畸形破裂导致
的脑出血， 如不及时救治， 性命垂危。 长
沙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团队随即为其安排
了紧急手术， 清除颅内血肿， 切除了畸形
血管， 妙手 “排雷”。

小林的妈妈李女士介绍， 孩子在 5 岁
时曾查出颅内动静脉畸形出血， 给予保守
治疗。 上个月， 小林出现间歇性呕吐、 头
痛， 10 月 11 日， 她上课时突发呕吐， 很
快陷入昏迷， 经该院 CT 检查考虑为颅内
出血。

经神经外科急会诊后， 决定立即为其
行 “开颅动静脉畸形切除术”， 在麻醉科
紧密配合下， 神经外科团队术中仔细操
作， 严控出血， 避免一切脑组织损伤， 历
时 4 个多小时顺利结束手术。 术后小林生
命体征平稳。

警惕女性生殖系统结核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杨艳 杨正强

�������不孕不育， 已成为现在很多家庭的一大困扰。 导致女性不孕不育最常见的
有妇科炎症、 内分泌异常、 输卵管堵塞等诸多原因。 记者日前从湖南省胸科医
院了解到， 近年来， 因女性生殖系统结核导致不孕不育的患者不在少数。 女性
生殖系统结核， 因其起病隐匿、 症状不典型， 往往容易被漏诊、 误诊。

儿科医生
给海豚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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