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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名中医、 长沙市中医
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中医内
科主任医师卿照前， 患者对他的
评价都是医术高超有 “绝招”，
处方便宜疗效好。 下面介绍两个
病例， 看看卿教授是如何用中药
为患者解决难题的。

13 副中药
使他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今年 1 月中旬， 51 岁的黄
先生开始感到四肢无力， 身体不
能维持正常的躯体姿势和平衡，
连握笔写字都成了一件困难的
事情。 黄先生四处求医， 经省会
一家大医院检查后考虑为 “小脑
性共济失调”， 但无法确诊， 也
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在这种情
况下， 黄先生于 2 月 22 日来到
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
院） 找卿照前教授。 当时他说话
很是吃力， 也无力站立和行走，
是家人用轮椅推来的。

卿照前接诊黄先生后， 通过

“四诊合参”， 诊断为中医 “痿
证”。 卿照前介绍， 黄先生所患
的 “痿证” 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疾
病， 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四肢无
力， 但如果不及时治疗， 最后可
发展为脑瘫 ， 甚至窒息死亡 。
“小脑性共济失调” 属中医 “痿
证” 范畴， 病因系肝肾虚损， 治
疗原则为调补肝肾、 健脾和胃，
需从根本上进行辨证施治。 在明
确了对黄先生的诊断后， 卿照前
为他开出了 13 副中药。

13 天后， 即 3 月 7 日， 黄
先生来到医院复诊， 但此时他不
再需要坐在轮椅上， 自己稳稳地
走到导诊台， 迫不及待地告诉护
士长这个好消息， 开心地像个小
孩子一样走给她看。

千里追寻
缘于援疆留下的好口碑

去年 11 月， 卿照前曾随湖
南援疆医疗团队前往新疆吐鲁番
进行医疗支援 ， 在当地留下了

“妙手把脉， 药到病除” 的美誉。
46 岁的李先生是新疆库尔勒人，
中风留下后遗症。 不久前他从吐
鲁番的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卿照前
的医术高明， 中药疗效佳。 可此
时卿照前已回湖南， 于是李先生
于今年 2 月 23 日专程从库尔勒
来长沙千里求医。 卿照前仔细查
看李先生病历资料， 并为他把脉
问诊，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
疗， 李先生的病情明显好转， 他
说： “来长沙看病虽然路上很辛
苦， 但是效果确实很好， 再累都
值得。”

“作为医生要学习经典， 做
到专而精， 这样才能在面对疾病
时做到胸有成竹。 为患者开药用
方， 既要价格便宜 ， 又要效果
好，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行医宗
旨。” 卿照前说。 也正因为他一
直秉着这样的理念为每一个患者
看病， 年接诊量高达一万二千人
次以上。

通讯员 韩似凤

�������5 月 12 日是国际护士节，
不少准妈妈护士仍然坚守在一
线工作岗位， 不仅要照顾病
人， 还要照顾肚子里的孩子。
这些身怀六甲的天使们用奉献
和爱心诠释着“最美准妈妈”
的风采， 成为医院里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图为永州市中心医
院怀有 6个月身孕的护士郑丽
艳在新生儿监护室里进行例行
检查。

通讯员 徐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覃娇 秦璐） 26 岁的
姚媛媛 （化名） 因肺结核服药一段时间
后， 发现自己脸上出现一大片红斑， 有干
涩刺痛的感觉。 于是， 媛媛近日到长沙市
中心医院皮肤科就诊， 医生确诊媛媛脸上
的红斑是由于结核药中的 “异烟肼” 诱发
的 “药物性狼疮”。 随后， 媛媛在该院肾
内风湿免疫科接受治疗， 红斑症状逐渐消
失。

该院肾内风湿科主任李芊表示， 目前
临床已知 70 多种药物可以诱发 “药物性
狼疮”， 这些药物有异烟肼、 苯妥英钠、
青霉素、 链霉素、 四环素、 磺胺、 普萘洛
尔、 奎尼丁等。 药物性狼疮一般症状轻，
停药后可以迅速好转。 但是如果没有及时
发现病因， 那么 “药物性狼疮” 就会加
重， 甚至变成不可逆的情况。 李芊提醒，
该病症状可以出现在全身各处， 最直观的
症状表现为皮损， 出现蝶形红斑、 盘状红
斑、 网状青斑等， 还会出现光过敏。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翠 周智） 长沙 66
岁的周奶奶近一月来总感觉 “肩周炎” 反
复发作， 到医院就诊才发现自己的肩臂疼
痛竟是严重心肌缺血导致心绞痛的表现。
湖南省人民医院心内六科主任刘显庆介
绍， 经冠脉造影检查， 周奶奶心脏的主要
大血管都有严重狭窄和闭塞， 随时有发生
急性心肌梗死致命的风险， 建议尽早冠脉
造影明确诊断及相应治疗。

刘显庆介绍， 心绞痛是心内科常见的
急症之一， 其临床表现症状不一， 常见典
型的表现为活动劳累相关的胸骨后或心前
区疼痛， 休息后可缓解， 严重者可呈压榨
性胸痛， 伴胸闷、 气促及大汗， 症状持续
不缓解， 就要高度警惕是否发生了急性心
肌梗死。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旭 雷春沙） 近日，
长沙市第一医院肝胆外科迎来一位特殊的
肝硬化患者———年仅 9 岁的小涛 （化名）。
小涛因肝硬化反复呕血、 出血 1 年余， 一
直找不到病因， 辗转到该院时孩子已变得
面黄肌瘦、 无精打采。

入院后， 该院普外中心主任周峥第一
时间完善相关检查， 分析病因， 进行全院
会诊， 诊断小涛为血吸虫性肝硬化。 在做
好手术预案和各项充分准备后， 为小涛实
施了 “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断术”。

手术中医生们发现， 小涛的肝脏上布
满了大小不等的肉芽肿， 脾脏更是胀大成
紫色， 有同龄人的几倍大， 手术病检证实
为血吸虫性肝硬化。 通过针对性的治疗，
术后一周， 小涛康复出院。

周峥介绍， 血吸虫病是由血吸虫寄生
在人体门静脉系统所引起的疾病， 主要通
过接触传播， 如皮肤接触含血吸虫尾蚴的
疫水、 饮用含血吸虫尾蚴的生水等， 据分
析小涛正是 7 岁时在野外疫水里游了一次
泳导致血吸虫入驻体内。

名中医有“绝招”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泽芳 ）
娄底的陈洪竹今年 44 岁， 从小
饱受强直性脊柱炎的折磨， 随着
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 背部从
微驼到脊柱弯曲达到 90 度， 这
一弯就是 20 多年。 最近， 在长
沙市第三医院骨科团队运用 3D
打印技术帮助陈洪竹挺直了腰
杆 。 “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
天 ， 能看到蓝天白云的感觉真
好！” 术后恢复正常的陈洪竹发
出由衷的感叹。

该院骨科名医工作室主任、
主任医师雷青介绍， 脊柱是人的
中枢系统， 神经分布密集， 脊髓
是脊柱里面像豆腐一样的物质，
是周围神经与脑之间的通路， 稍
有牵拉或压迫就可能造成患者的
截瘫， 所以， 对此类手术施刀精

准度要求极高。 以往对于此类手
术， 施刀定位全凭医生经验和肉
眼判断， 风险较高。 此次， 团队
使用 3D 打印技术， 还原了患者
的脊柱形态 ， “私人订制 ” 了
3D 打印截骨导板。

术前， 雷青带领团队对该病
例进行反复研讨， 制定了最佳手
术方案。 为了确保手术成功， 雷
青带领团队在 3D 打印模型上预
演了手术过程。 手术时， 按照设
计的手术方案， 将 3D 打印的器
具卡在要截去的脊柱骨上， 骨刀
从施刀口进入， 严格控制施刀角
度和深度 ， 确保手术精准 、 微
创， 避免损伤大血管和神经。 最
终， 该团队为患者进行了 2 个腰
椎节段的手术， 矫正度数达到了
45 度。

������本报讯 （通讯员 孙培
文 ） 26 岁的陈霞 （化名 ）
在家养了一条特殊的 “宠
物” ———一条眼镜蛇。 没想
到， 几天前的一次喂食， 她
不小心被蛇咬伤， 在常德市
第一人民医院紧急施救下
才脱离生命危险。

5 月 1 日上午 10： 00，
该院 120 急救中心接到陈霞
求救电话， 称其被眼镜蛇咬
伤。 120 急救中心工作人员
立即与该院药剂科取得联
系， 由于缺少眼镜蛇血清，
该院马上启动急救药品应
急预案， 25 分钟后与长沙
某医药公司取得联系 ， 下
午 2： 45， 抗眼睛蛇毒血清
送到急诊药房 ， 陈霞成功
得到救治。

男子脊柱弯曲 90度

护士节
“准妈妈”护士坚守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