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吴立业） 近
日， 10 岁男孩小林 （化名） 因过
度修剪指甲导致甲沟炎， 脚趾甲一
个劲儿往肉里长， 疼痛难忍， 不得
不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创伤骨科诊室求诊。

该院创伤骨科副主任医师高伟
解释说， 不良的修剪指甲、 趾甲习
惯和鞋子太紧是嵌甲症发病的两个
重要原因。 指甲、 趾甲的甲根与皮
肤紧密相连， 形成甲沟， 如果家长
将孩子的甲角修剪掉或剪得太短，
甲沟组织被挤向甲角， 甲角就会嵌
入肉中导致 “嵌甲”， 继而引发甲
沟炎。 此外， 鞋子太紧也容易导致
拇趾的甲皱受到挤压并挤向趾甲，
从而引起 “嵌甲症”。

������本报讯 （通讯员 卢艳 周
静） 12 岁的晓寒去年 9 月月
经初潮， 初潮后月经一直不
规律， 今年 2 月开始月经量
突然增多， 经期延长至 12 天
仍不干净， 5 月 4 日， 她在母
亲的陪同下到湖南省妇幼保
健院求诊， 被确诊为罕见的
生殖器官畸形———“阴道斜隔
综合征”。

对于阴道斜隔综合征传
统的手术方式是破坏处女膜
经阴道切除斜隔。 但考虑到
晓寒的特殊性， 该院给其制
定了经宫腔镜切除阴道斜隔
的手术方案， 避免破坏处女

膜。 5 月 7 日在该院妇五科主
任李雪英指导下， 副主任医
师卢艳顺利在宫腔镜下为其
行阴道斜隔切除术， 既微创
切除了少女的斜隔， 解除了
经血引流不畅的症状， 又保
留了处女膜的完整性。

专家提醒， 阴道斜隔综
合征是一种临床上比较罕见
的生殖道畸形， 发生原因与
胚胎时期一侧中肾管及苗勒
氏管发育障碍有关， 如不及
时治疗， 可出现月经不规律、
腹痛、 阴道积血、 宫腔积血、
宫腔感染、 子宫内膜异位症，
严重者将失去生育能力。

专家提醒： 肥胖是引发乳腺癌的高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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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的谭阿姨身高 156 厘
米， 体重却有 120 千克。 去年，
谭阿姨因为乳房胀痛， 被当地医
院诊断为乳腺癌。 这下， 谭阿姨
再也无法安然于 “心宽体胖 ”
了， 因为肿瘤科医生告诉她， 肥
胖是引发乳腺癌的高危因素。

据谭阿姨自述， 她年轻时身
材苗条， 当时体重只有 45 千克
左右。 结婚以后， 随着生活的改
善， 谭阿姨在饮食上偏爱高盐、
高油、 高脂的食物。 渐渐地， 谭
阿姨的体重在 30 多年里逐渐增
加至现在的 120 千克， 稍微运动
一下就气喘吁吁， 因此更加不爱
动了。 在几年前的体检中， 谭阿
姨被检查出患有中度高血压、 高
脂血症、 中度脂肪肝。 去年， 谭
阿姨老是感到乳房胀痛难受， 被
当地医院诊断为乳腺癌。 由于体
重超重， 谭阿姨的肿瘤手术比一
般人难度大， 术后化疗剂量也是
常人的 2 倍， 而化疗后的放疗因
为体重超标， 辗转多家医院都表
示无法治疗。 今年 5 月， 谭阿姨

转诊到长沙市中心医院， 肿瘤科
和放疗科的医护人员为了解决谭
阿姨体重超标、 导致放疗设备无
法正常使用的难题， 为她设置了
专用的放疗器具， 并制定了个性
化的放疗方案。 目前， 谭阿姨已
经顺利接受放疗治疗 ， 效果良
好。

该院肿瘤科主任、 主任医师
王桂华介绍， 像谭阿姨这样的乳
腺癌患者是具有典型性的。 王桂
华提醒市民， 肥胖和超重是引发
乳腺癌的高危因素， 肥胖可以增
加患乳腺癌的机率， 特别是女性
的比例更高。 “女性身体肥胖，
多余的脂肪就会影响雌激素等性
激素的水平， 而激素水平紊乱与
乳腺癌或子宫内膜癌均有关联。
再加上过重的体重有助于引发体
内的慢性炎症反应， 慢性炎症被
认为会造成许多疾病， 包括各种
癌症在内。” 王桂华介绍。 肥胖
在乳腺癌的诊断治疗中 ， 与近
30% 的高复发风险和近 50% 的
死亡风险相关。 也就是说， 肥胖

乳腺癌患者即使进行了最佳的治
疗， 预后也会比一般人差， 且更
容易复发。 因此， 不论是预防乳
腺癌， 还是在治疗乳腺癌的过程
中， 为能获得更好的疗效， 减重
都是重要目标之一。

王桂华建议， 市民一定要重
视肥胖这一健康问题， 可根据体
重指数的计算方法 ,即体重指数
（BMI） ＝体重 （千克） /身高 (米 2)，
测算出体重是否在正常范围值
内。 我国成年人健康体重的范
围为 18.5～23.9 千克/米 2， 大于
等 于 24.0 千 克/米 2 为 超 重 ，
28.0～31.9 千克/米 2 为肥胖 ， 小
于 18.5 千克/米 2 为消瘦 ， 这个
指标不分性别 。 如果测算结果
“肥胖” 或 “超重”， 那么建议市
民可以到正规医院的营养科进行
减重咨询， 以科学的方法尽快将
体重减下来 ， 降低 “肥胖 ” 和
“超重” 对人体各器官机能的超
负荷， 从而达到 “养成正确的饮
食生活习惯” 的终极目标。

通讯员 王伟明 秦璐

�������很多人认为护士就是打打
针， 发发药， 其实， 护理工作
对人员素质要求非常高， 需要
敏锐的观察力、 迅疾的反应力、
强大的学习力等综合素养。 5
月 11日，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为在护理岗位上工作
的 19名护士颁发“三十年护理
奉献奖”， 感谢他们在护理战线
上的坚守与奉献。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陈双 刘彬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熊建明） 近日， 60 多
岁的杨大爷因腰腿痛来益阳市中心医院就
诊， 医生为其进行腰椎 CT 后， 确诊杨大爷
患上了双侧髂总动脉瘤， 瘤体直径达 5 厘
米， 随时有破裂大出血危及生命的风险。
该院普外科三病区血管外科会诊后， 为杨
大爷实施了微创手术， 经股动脉置入腹主
动脉和双侧髂总动脉带膜支架， 成功隔绝
动脉瘤， 拆除腹腔内不定时炸弹。

据了解， 髂总动脉瘤是指髂总动脉较正
常扩大 50%， 即直径大于 1.5 厘米。 髂总动
脉瘤一般无症状， 可突然破裂危及生命， 被
称为 “不定时炸弹” 和 “无声的杀手”。 临
床上绝大部分髂总动脉瘤为体检时彩超发
现， 有专家认为， 60 岁以上的老人行腹主
动脉和髂动脉彩超是一个不错的筛查办法。

本报讯 （通讯员 姚家琦） 衡阳 13 岁
少女小雅 （化名） 最近变得越来越不爱吃
饭， 从每餐一小碗饭， 逐渐变成一天只吃两
片饼干或者两片苹果。 几个月下来， 身高
156厘米的她， 体重仅剩 30千克， 性格也变
得孤僻抑郁。 多次劝其进食无果后， 爸爸妈
妈不得不带小雅到湖南省儿童医院求诊， 医
生发现， 小雅不仅体重严重偏低， 还出现了
闭经、 心跳过缓、 甲状腺功能障碍的症状，
确诊其患上神经性厌食症， 需住院治疗。

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游洁玉
介绍， 神经性厌食症主要为年轻女性， 患
者常常伴有追求完美的人格特质及强迫、
焦虑、 抑郁症状、 肥胖家族史， 由此导致
患者对低体重的过度追求， 对摄食过多极
端恐惧。 该病有很高的死亡率， 被确诊的
患者中大约 10%在 10 年间死亡。 该病治疗
难度大， 复发率高， 对患者的心身健康造
成严重危害。

������本报讯 （通讯员 苏开德 杨柳） 向奶奶
今年 85 岁高龄， 因为一个半月前无明显诱
因出现全程肉眼血尿， 且伴有血凝块、 尿
频、 尿急、 下腹部胀痛等症状， 被医院诊
断为 “尿道肿瘤”， 一月内先后两次进行了
“经尿道肿瘤电切术”， 术后仍反复出现肉
眼血尿。 向奶奶随后被转入常德市第一人
民医院进一步治疗， 该院为其实施高难度
“尿道癌根治术+回肠代膀胱术”， 向奶奶恢
复顺利， 目前已康复出院。

向奶奶既往有 “慢性支气管炎并肺气
肿、 子宫肌瘤、 右肾囊肿、 肝囊肿、 食管
裂孔疝、 右下肢多发静脉血栓” 等多种病
史， 且有 “开放性子宫全切除术” 及两次
“经尿道肿瘤电切术” 手术史。 对于这样高
龄高危且伴有多种疾病的患者， 泌尿外科
一病区负责人、 主任医师苏开德高度重视，
与患者家属反复沟通后， 最后决定为患者
实施 “开放性尿道癌根治术+回肠代膀胱
术”。 该手术面临着术中大量出血、 切除不
完全、 肿瘤组织残留及术后麻醉苏醒、 坠
积性肺炎、 呼衰、 心衰、 尿漏、 肠漏、 感
染、 低蛋白血症等诸多问题， 难度和风险
极高。 经充分的术前准备， 向奶奶在气管
插管全麻下进行手术， 手术历时 4 个半小
时， 获得圆满成功。

爱吃懒动发胖， 她患上乳腺癌

三十年“爱”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