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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孩子的“心”

������本报讯 (通讯员 许莉王君）
近日， 80 岁的李爷爷在家吃
饭时误吞了一大块猪脚肉， 猪
脚肉卡在食管里， 导致吞咽困
难。 经湘南学院附属医院精心
施术， 目前， 李爷爷已康复出
院。

李爷爷是郴州市临武县
人， 整口只剩下 3 颗牙齿， 平
时只能吃软糯食物。 而在当天
吃中饭时， 餐桌上的一盘猪脚
肉让李爷爷食欲大开， 但是猪
脚肉没有切成小块， 李爷爷又
无法咀嚼， 便直接将一大块猪
脚肉吞了下去。 之后， 他便感
觉吞咽困难， 进食时疼痛感特
别明显， 还伴有胸骨后疼痛，
连流食都无法吞入。 3 天后，
李爷爷在家人陪同下前来湘南
学院附属医院就医。

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罗
铭华医生接诊后， 为李爷爷做
了详细检查。 食管三维 CT 显
示， 猪脚肉卡在食管第二、 第
三狭窄中间， 后方有大血管，
如不及时取出， 可能造成主动
脉弓大出血或食道穿孔。 由于
老人已经 3 天未进食， 身体酸
碱平衡紊乱， 无法立即进行手
术。 罗铭华为老人予以补液支
持治疗， 纠正电解质紊乱， 同
时进行抗感染治疗。 待病情好
转后， 第二天， 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曹小国、 罗铭华医生为李
爷爷进行了食道镜检+食道异
物取出术， 顺利将卡在老人食
管的猪脚肉取了出来， 取出的
猪脚肉约有 8*4 *2 厘米大小。

�������近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开展
“0~14 周岁先心病、 遗传性病免费筛查活动”。
永顺县人民医院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对全县 9
所幼儿园、3 所小学、一所中学进行先天性心脏
病和遗传性疾病免费筛查，实现先心病患儿早
诊早治，让每一位孩子都拥有健康的心。 据统
计本次筛查人数约 1.2 万人次， 筛查结果为心
律不齐、心动过速、心脏杂音者共计 65人。

通讯员 王晶 摄影报道

������本报讯 （实习记者 谢添翼 通讯员 孙淑
梅 徐珊） 岳阳 60 岁的刘大伯自幼性格内
向， 平时生活节俭。 可近两个月来， 突然变
得兴奋话多、 情绪高涨、 行为活动增多、 乱
花钱、 易激怒、 睡眠减少。 家人意识到刘大
伯的情况不正常， 于是带他来到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老年及躯体疾病精神科诊室就诊。
该科主任蔡溢经过与家属及大伯的详细沟通
后， 诊断其患上了躁郁症， 也被称为双相情
感障碍， 是一类由各种原因引起的、 以显著
而持久的心境或情感改变为主要特征的一组
疾病。

蔡溢介绍， 躁郁症的 “双相” 指的是两
种状态， 一是躁狂或轻躁狂， 二是抑郁或轻
度抑郁。 每种状态的持续时间随不同亚型、
起病年龄、 家庭环境、 病变严重程度、 治疗
的不同而差异巨大。

对于躁郁症的治疗， 常用方法有药物治
疗、 物理治疗和心理治疗等。 药物治疗能为
患者解除痛苦， 控制症状， 需要较长时间规
律服药； 当患者出现强烈自伤自杀想法时，
物理治疗如改良电抽搐治疗， 对消除自杀有
非常快和好的作用； 心理治疗则对治疗与预
防疾病的复发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对于伴有
严重的冲动伤人毁物自杀的难治性双相障碍
还可以选择手术治疗， 能有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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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 湖南省娄底市中心
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到喜讯： 曾在
该中心通过试管婴儿助孕成功诞下
一胎宝宝的谢女士， 再次在该中心
试管婴儿助孕成功， 并于当日在该
院产科顺利诞下双胞胎兄弟 。 据
悉， 像谢女士这种第一胎试管婴儿
诞下单胎女婴， 二胎又通过试管助
孕诞下双胞胎男婴的情况目前在全
国也不多见。

两年求子未果， 一次试管成功

2013 年， 时年 29 岁的谢女士
与丈夫步入婚姻殿堂。 可时间一天
天过去， 谢女士的肚子却一直没有
动静。 夫妻俩在求孕路上辗转两年，
始终未孕。 2016 年 1 月， 谢女士夫
妇来到娄底市中心医院， 找到了生
殖医学中心负责人、 实验室主任张
先平教授。 经过生殖医学中心专家
和技术团队的检查与评估， 谢女士
夫妇需要接受试管婴儿助孕治疗。

2016 年 4 月， 谢女士在娄底市
中心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了试管
婴儿助孕， 取卵 13 枚， 获得 11 枚
优质的胚胎， 其中 2 枚移植入谢女
士子宫内， 剩余 9 枚通过超低温冷
冻技术保存于生殖医学中心实验
室。 胚胎移植 28 天后， B 超检查显
示： 宫内双胎。 遗憾的是， 由于孕
期过度劳累， 谢女士腹中的双胎自
然流产变成单胎。 2017 年 2 月， 谢
女士在娄底市中心医院产科顺产一
个健康女婴。

试管二胎， 再降好孕

2017 年底， 谢女士与丈夫再次
来到娄底市中心医院生殖医学中
心， 要求生育二孩。 该院生殖专家
评估： 谢女士第一胎为顺产， 现已
停止哺乳， 身体恢复良好， 可以生
育二孩。 考虑到患者夫妇有胚胎冷
冻保存于该中心， 建议患者行冷冻
胚胎解冻移植。

生殖中心的专家和技术团队为
患者量身定制了适宜的方案， 在积
极的子宫内膜准备后， 将两枚胚胎
解冻并移植到谢女士子宫内。

幸运再一次降临到谢女士身
上。 两周后， 好消息来了， 谢女士
再次成功怀孕！ 28 天后， 更大的惊
喜来了， B 超显示宫内妊娠双胎！
有了上次自然流产一胎的前车之
鉴， 这次， 谢女士被全家当成重点
保护对象。 整个孕期， 谢女士都选
择在娄底市中心医院生殖中心和产
科随访、 监护， 孕期非常顺利。

9 月 18 日上午， 娄底市中心医
院 5病室 （产科） 周仁慧主任率团队
为谢女士顺利进行剖腹产手术， 一对
可爱的足月双胞胎兄弟平安降生。

打造特色服务， 科学助孕圆梦

“其实， 像谢女士一样通过助
孕技术 ， 成功诞下健康宝宝的患
者， 在我们中心还有很多。” 张先

平教授介绍， “为了更好地服务不
孕患者 ， 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
道， 制定了通畅的助孕流程， 为患
者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 每周安
排专家进行健康讲座， 结合面对面
宣教和微信群进行一对一、 一对多
的知识普及， 更好地缓解了患者的
心理压力。”

自从 2011 年成立以来， 娄底市
中心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常规开展男
女性不孕不育症的诊断治疗 、 第
一、 二代试管婴儿技术、 夫精人工
授精技术、 优生优育、 复发性流产
诊治、 遗传及生殖健康咨询等各项
诊疗服务。 如今， 娄底市中心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的助孕技术已非常成
熟， 截至目前， 中心试管婴儿技术
的临床妊娠率稳定在 50%~65%左
右， 以优雅的环境、 精湛的技术、
优质的服务创下了良好的口碑， 为
广大不孕不育家庭圆了生育梦。

通讯员 肖同权 刘紫寒

两次试管助孕成功诞下三娃不孕
女子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斌）
日前 ，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急诊科医护团队一行 8 人 ，
来到湖南工程学院应用技术
学院 ， 向正在军训的一千多
名 2018 级新生， 进行 “倡导
现场第一目击者行动 ” 为主
题的急救知识培训。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急
诊科主任胡艳娟教授用风趣
幽默 、 通俗易懂的语言 ， 通
过具体案例 ， 把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气道异物 、 车祸 、 溺
水 、 电击 、 蛇伤等所造成的

意外伤害 ， 患者本人和旁观
者怎样实施自救互救的技巧
传授给了高校新生们。

在培训中 ， 湘潭市第一
人民医院急诊科团队的专家
还走上台 ， 对心肺复苏术和
“海姆立克急救法” 做了标准
的示范 ， 并与同学们进行了
互动 。 医护人员把带来的多
种 “急救知识宣传手册 ” 等
资料 ， 送给同学们阅读 ， 并
对核心内容进行提问 ， 让同
学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增长了
知识。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