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黄鸿武 王
家明） 29 岁的小美是株洲市某
服装市场的模特， 窈窕的身材让
她很是自信。 可是， 五年前小美
的左侧腹壁突然鼓起一个鸡蛋大
的包块， 造成小腹左右不对称。
由于工作繁忙， 加上肿块不痛不
痒， 小美一直没有去看医生。 可
是近一年来， 她发现肿块越来越
大， 穿上衣服都可以看到凸起的

包块， 这才不得不来到株洲市中
心医院日间手术中心就诊。

该院日间手术中心主任黎柏
峰详细问诊后， 安排小美做了影
像学检查。 根据腹部 CT 及磁共
振检查可见腹壁肿块来源于左侧
腹直肌， 病检确诊为侵袭性纤维
瘤， 呈侵袭性生长。 黎柏峰介绍，
此病在组织形态学上没有恶性征
象， 但具有侵袭性、 易复发性和

局部破坏性， 与良性和恶性肿瘤
存在一定的区别， 其界定为交界
性肿瘤， 实施手术迫在眉睫。 最
终， 该院为小美切除肿块， 并用
网片将缺损部位进行修补。

黎柏峰介绍， 侵袭性纤维瘤
发病率在百万分之三左右， 手术
切除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术后使
用网片修补缺损维持了腹腔的完
整性， 降低了腹壁疝发生的几率。

�������7 月 5 日， 永州
市零陵区石山脚街道
卫生院十多名医生来
到悟山里村卫生服务
中心为该村 73 位 65
岁以上农村老人进行
了包括血常规、 心电
图、 B 超、 测血压等
8 项人体主要指标免
费检查。 至此， 今年
6 月以来， 该区先后
已对全区 2.12 万名
65 岁农村老人进行了
免费体检， 深受老人
们欢迎。

通讯员 杨万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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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衡阳市常宁的中学生王
刚几天前趁着放暑假， 约上几个
同学打了场蓝球。 打完球回到家
里已是大汗淋淋， 王刚洗个澡就
开着空调睡觉了。 谁知第二天醒
来王刚发现自己嘴巴歪了， 脸不
听使唤， 还感觉硬硬的， 家里人
赶紧将其送到常宁市中医院针灸
推拿科找到科主任刘柏桥治疗。

据刘柏桥介绍， 像王刚这样
放假在家， 因炎热贪凉快而引起
歪嘴巴的情况， 就是我们平常说
的面瘫。 面瘫是面神经炎， 俗称
面神经麻痹、 歪嘴巴、 吊线风，
有的地方也叫阴阳脸， 是以面部
表情肌群运动功能障碍为主要特
征的一种疾病。 一般症状是口眼
歪斜， 患者往往连最基本的抬
眉、 闭眼、 鼓嘴等动作都无法完
成。 常宁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最
近收治了好几例青少年面瘫患
者， 经过针灸积极治疗， 目前都
已经康复出院。

天热猛吹空调易诱发面瘫

面瘫是一种常见疾病， 任何
年龄均可发病， 以中老年居多。
引起面神经炎的病因有多种， 临
床上根据损害发生部位可分为中
枢性面神经炎和周围性面神经炎

两种， 常以周围性面神经炎为多
发病。 除了一些由脑血管病、 颅
内肿瘤、 脑外伤 、 炎症等引起
外， 局部受到冷空气刺激， 受凉
容易诱发面神经炎。 常宁市中医
院针灸推拿科收治的几例患者，
都是因为打蓝球， 天热出大汗，
然后在睡觉休息时开着空调对着
吹， 结果醒来便出现了面瘫症
状。

面瘫针灸治疗越早越好

刘柏桥指出， 针灸治疗面瘫
效果很好， 而且治疗越早效果越
好。 常宁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是
国家重点建设专科， 用针灸治疗
面瘫临床经验丰富， 从临床对照
试验证实， 在发病 2 周内开始针
刺治疗者痊愈率特别高， 越晚治
疗效果越差。

初始发病的急性期内， 病邪
表浅， 面部取穴宜少， 针刺手法
宜轻， 从患者全身虚实状态出
发 ， 重点取用颈项部和四肢穴
位， 迅速达到消除炎性反应， 扶
正祛邪的目的； 恢复期面部取穴
则可适当增加并使用透刺、 电针
等刺激方法。 早期面部轻刺并配
合运用传统温灸法， 可改善面部
血液循环、 祛瘀通络， 促进面部

肌肉组织的功能恢复； 对于某些
患者发病初期会伴有一侧耳后疼
痛的症状 ， 应视情况在耳后翳
风、 大椎等穴处点刺放血， 以改
善病变部位的血液循环， 迅速消
除面神经水肿， 降低神经损害，
使神经功能恢复时间缩短， 加速
痊愈， 防止后遗症的发生。

得了面瘫注意事项

刘柏桥提醒大家 ， 夏季天
热， 气温高时勿贪凉受风， 一身
大汗就想着急速降温， 却不知道
这样做对身体损害很大， 更要注
意身体局部不能受风寒， 以免引
起身体不适。 得了面瘫也不要紧
张， 及时就医， 在饮食上注意调
理。

首先多补充钙， 钙不仅能对
骨骼和智力有益， 还能促进肌肉
及神经功能正常， 由于面神经疾
病患者主要是面神经传导障碍而
导致肌肉萎缩， 还要注意补充维
生素 B， 如 B1、 B2、 B12 等 ， 能
够帮助神经传导物质的合成。 面
瘫患者在日常生活中， 饮食应多
食新鲜蔬菜、 粗粮， 忌食生冷油
腻刺激性食物， 及不易消化的热
性补药。

本报通讯员 占小娟 吴超辉

������本报讯 （通讯员 姚雅俪） 正在读大二
的 20 岁女孩小曲近段时间发现自己肚子
“长胖” 了不少， 有人误认为她怀孕了。 她
到长沙市第一医院检查吓了一跳， 原来肚
子里长了一个直径近 30 厘米的大肿瘤， 这
个瘤子上部已顶至肋骨， 急需手术切除。

因肿瘤巨大， 多家医院只能采取传统
的开腹手术， 这将在腹部留下难看的手术
瘢痕。 近日， 她来到了长沙市第一医院就
诊， 该院妇科主任刘丽文仔细了解了她的
病情后， 决定为她采取腹腔镜微创手术切
除肿瘤。

术中发现这个巨大的肿瘤占据整个腹
腔， 视野狭小， 操作空间十分有限， 且其
中为粘稠的黏液组织， 肿块内大约有近
20 个大小不等的 “房腔”， 且血管丰富，
手术十分困难。 刘丽文带领其手术团队克
服重重困难， 用时近 3 个小时， 成功切除
肿瘤。 肿瘤切除中仅黏液就取出 4000 毫
升。 术后， 小曲腹部仅有 1 厘米~2 厘米
的小伤口， 几乎无人能看出刚刚经历过一
场复杂的大手术。

������本报讯 （通讯员 余海燕） 长沙的林
先生前几天在烧烤摊和几个朋友一起吃夜
宵喝啤酒看球赛， 回家后， 半夜被牙齿疼
醒， 第二天醒来， 张口就疼， 左脸也肿
了， 上下牙齿一接触疼得不行， 这才赶忙
到长沙市第三医院口腔科就诊。 该院口腔
科医师唐俊给林先生做了详细检查后发
现： 林先生的左下智齿没有完全萌出， 部
分牙冠被肿胀的牙龈覆盖， 牙龈发红且边
缘糜烂， 并有脓性分泌物溢出。 唐俊诊断
这是智齿冠周炎， 智齿周围的软组织发
炎， 炎症侵袭了脸部的咀嚼肌， 从而引起
了张口受限及疼痛。

唐俊介绍， 智齿通常在 18 岁以后开
始萌出， 有时会受空间的限制， 只能长部
分或是完全长不出来， 如果智齿只长一部
分， 导致牙龈组织在牙齿上覆盖， 形成一
个 “口袋”， 食物残渣和碎屑就会藏在这
里， 成为细菌的温室， 从而引发炎症。

������本报讯 （通讯员 王伟明 汤雪） 33 岁
的杨先生属于疤痕体质， 因背上长痘， 经
常去抠， 结果痘痘愈合后竟长出多个肉瘤。
入夏后， 杨先生明显感觉身上瘤子越长越
大， 特别是上背部鼓起了几个大包， 看上
去就像驼背的 “刘罗锅”， 无奈之下， 他只
能来到长沙市中心医院进行了手术切除。

“手术中我们为患者切除了数十个瘤
子， 其中较大的一个为 3.5 厘米×7 厘米，
切下来的瘤子共计约 0.5千克重。 根据疤痕
瘤特性， 我们建议在术后 24 小时内进行放
射治疗， 否则将导致疤痕瘤复发。” 该院肿
瘤科副主任医师龚奎玉介绍， 疤痕瘤又称
疤痕增生或瘢痕疙瘩， 是由纤维结缔组织
过度增生所引发的良性肿瘤病变， 主要是
在皮肤损伤愈合过程中， 胶原合成代谢机
能失常， 长时间处于亢奋状态， 导致胶原
纤维过度增生， 大部分患者无法自行消退。

对着吹空调 吹出“歪嘴巴”
———访常宁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刘柏桥

为农村老人免费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