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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新闻

���� “吃麻麻香， 身体倍棒！”
这对常人来说是再简单不过
的生活向往， 对 69 岁的蒋常
宁 （化名） 来说却是另一种
滋味。 蒋常宁是个 “酒鬼”，
长期大量酗酒， 从 26 年前开
始 ， 每日量饮酒量不少于
500 毫升， 并于 2012 年因呕
血曾在某三级院住院治疗 ，
诊断为酒精肝硬化、 食管胃
底静脉重度曲、 胃出血。 因
蒋常宁长期饮酒， 自身体质
很差， 医院手术评估认为内
镜下行食管胃底静脉套扎术
风险很大， 难度很高， 建议
进行保守治疗。 蒋常宁虽然
经过积极抢救 ， 挽回了生
命， 但此后每年都会出现呕
血、 黑便症状， 多次辗转于
衡阳、 常宁两地求医治疗未
果， 病情持续加重， 肝功能
越来越差并伴有重度腹水。

近日， 蒋常宁又因黑便
一天到常宁市中医院消内镜
中心就医， 经过科主任易正
凡检查， 诊断为酒精肝硬化
失代偿期、 食管胃底静脉曲
张破裂出血。 胃镜检查显示
食管胃底重度静脉曲张并伴
有红色症， 血管存在随时破
裂大出血可能。 科室立即制

定诊疗计划， 常规禁食， PPI
抑制胃酸， 生长素抑制腺体
分泌， 为防止可能出现的大
出血， 同时还积极联系血库
备血 。 鉴于患者病情严重 ，
如不及时内镜下进行食管胃
底静脉套扎术， 患者随时可
能出现大出血， 危及生命。

因为几年前蒋常宁在上
级医院就诊时， 就有过不能
做相关手术治疗的就医经
过， 所以本人和家属都心有
余悸， 不敢下决心。 消化内
镜中心在积极准备手术的同
时， 与患者和家属进行充分
沟通， 消除蒋常宁和家人的
担忧 。 在经过不断努力后 ，
常宁市中医院消化内镜中心
成功对蒋常宁完成内镜下食
管胃底静脉曲张套扎术， 并
且采用六连发内镜套扎器进
行曲张静脉套扎手术治疗方
法。 患者在术中、 术后未出
现不适症状， 术后临床观察
未见便血。 经过消化内镜中
心医护团队的精心治疗， 蒋
常宁住院一星期后日康复出
院。 这例内镜下进行食管胃
底静脉套扎术， 开创常宁市
治疗消化道疾病先河， 为以
后消化道疾病的治疗取得了

临床第一手资料， 积累了经
验。

易正凡介绍， 食管胃底
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失代偿
期肝硬化最严重的并发症之
一 ， 首次出血的死亡率为
50%~70%， 反复出血的发生
率高达 80%， 严重危害患者
生命。 采取积极措施止血和
预防出血以延长患者生存时
间至关重要。 食管胃底静脉
曲张为门静脉高压症的主要
临床表现， 而门脉高压症主
要是由肝硬化引起， 亦是肝
硬化的主要病理生理变化之
一。 像蒋常宁就是因酒精所
致肝病 。 他长期大量酗酒 ，
使肝细胞反复发生脂肪变
性、 坏死和再生， 最终导致
肝纤维化和肝硬化。 酒精性
肝病在病理上 表现为三部
曲， 从酒精性脂肪肝， 发展
到酒精性肝炎， 最终导致酒
精所致肝硬化。

为避免这类疾病的发生，
易正凡建议大家， 平时选择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尽量
少饮酒、 不饮酒。 忌辛辣刺
激以及过硬食物， 饮食清淡
规律。

通讯员 吴超辉 吴世彦

�������12 月 4 日， 湖南首家针对帕
金森病术后患者的脑深部电刺激
远程调控中心在湖南省脑科医院
成立， 该中心通过一个与脑起搏
器相匹配的穿越宝与患者家中的
电视连接， 患者只需看看电视就
能与神经外科专家面对面， 专家
们通过远程调控就能对患者体内
脑起搏器的电压、 频率、 脉宽等
参数数据进行调节。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徐珊 摄影报道

不良生活习惯致腰椎骨折
本报讯 （通讯员 徐玲） 近日， 58 岁的王先生

在椅子上抽了根烟， 准备起身离开时， 腰部闪了一
下， 突然一阵剧痛， 王先生再也站不起来了。 同事
赶紧将他送往长沙市第三医院接受治疗。 做了 X
光和核磁共振检查后， 王先生被确诊为腰椎骨折。
他感到很奇怪： “既没剧烈运动， 也没摔跤， 只是
起个身也能骨折？ 我的骨头怎么会这么脆弱？”

“并不是只有身体受到冲击才会导致骨折， 骨
量减少也是导致骨折的重要原因。” 该院骨科学科
主任雷青如是说。 原来， 王先生是一名工程承包
商， 频繁的应酬让他烟不离手， 多的时候一天抽
3-4 包； 喝起酒来更是不节制， 常常自诩酒量公司
第一； 闲暇时光爱打麻将， 在麻将桌上常常一坐就
是一通宵……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王先生骨量
大量流失， 减轻了骨头的硬度， 进而导致腰椎骨折
的发生。

原来是羊膜带综合征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牡花 马叶） 湖南省儿童医

院新生儿四科近日收治了一位特殊的新生儿乐乐
（化名）。 乐乐在出生时就被发现胸部、 腰背部可见
H 型环状连续皮沟， 大腿外侧皮肤可见条状疤痕，
部分溃烂出血， 可见脓性分泌物， 着实是 “伤痕
累累”， 因为紧急且罕见， 家长连夜送乐乐急诊入
院， 乐乐被诊断为 “羊膜带综合征”。

该院新生儿四科主任彭小明教授介绍， “羊膜
带综合征” 是新生儿期的罕见病， 发病率约为 1/
3000～1/15000， 简单说就是胎儿还在妈妈肚子里
时， 四肢或者躯干就被 “绳子” 套上， 随着胎儿
长大， 绳子越勒越紧， 最终可导致肢体因血液循环
障碍而发育畸形甚至坏死。 从专业角度讲就是指部
分羊膜破裂产生纤维束或纤维鞘， 漂浮在羊水中，
这些羊膜束带形成绞带缠绕于胎儿某些部位， 阻碍
了该部位的胚胎发育而产生缩窄环， 随着胚胎的逐
渐发育长大， 束带逐渐压迫肢体影响血液供应， 从
而出现肢体的发育障碍、 肢体坏死。

延误治疗致双下肢瘫痪
本报讯 （通讯员 孙红霞 符晴） 56 岁的王先生

（化名） 最近腰痛频发， 他以为是久坐和受寒导致
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 只要注意保暖就会好转， 没
想到做了一段时间的热敷、 贴膏药之后， 症状越来
越严重， 最近甚至出现两腿无力、 无法行走。 家人
将王先生送去长沙市中心医院检查， 才发现导致王
先生腰痛的元凶并非腰椎间盘突出， 而是腰椎结
核， 由于延误治疗， 他多节脊椎已被结核杆菌 “吃
空”， 引发了双下肢瘫痪。

入院后， 该院脊柱外科医护人员为王先生进行
了全身抗结核药物治疗， 在规律抗痨治疗的同时，
考虑到他的多节脊椎被结核杆菌 “吃空” 造成了严
重的骨质破坏， 医疗团队还给他进行了腰椎结核前
路结核病灶清除减压椎间融合内固术， 手术后经过
一段时间的恢复， 王先生双腿可在床上做轻微的平
移活动， 但后期仍需要进一步的康复训练。

据长沙市中心医院脊柱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罗
为民介绍， 脊柱结核若不及时治疗， 可对骨质造成
侵蚀破坏， 严重时可引起瘫痪。 人体颈椎、 胸椎、
腰椎到骶尾椎都可能患结核， 若患病位置越高， 危
害就越大。 比如颈椎结核容易出现双上肢以下部位
瘫痪； 胸椎结核容易出现胸部以下瘫痪； 腰椎结核
则主要是双下肢瘫痪、 功能障碍和局部关节畸形。
对于脊柱结核尤其是腰椎结核， 最早的症状常常是
腰痛。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微
王愿） 在常规介入手术中 ，
造影剂相当于漆黑道路上的
“远光灯”， 让错综复杂的血
管通路清晰地呈现在手术医
生面前。 而如果没有 “远光
灯” 的指引， 全凭影像数据
提供的解剖结构一点点探索
前方的 “道路 ” ， 手术难度
大。 近日， 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心内科专家仅凭血管内超
声的引导， 成功为一名甲亢
患者 “盲” 植四个支架。

来自常德汉寿的张大爷
今年 60 岁 。 3 个月前 ， 他

出现行动后胸口隐痛， 休息
两三分钟缓解的情况， 近日
症状加重， 发展到躺下也有
痛感 。 11 月 16 日 ， 张大爷
来到湘雅医院心内科门诊 。
医生检查发现， 其右冠状动
脉有 120 毫米狭窄， 需要尽
快通过介入手术植入支架恢
复心肌正常供血。 由于张大
爷还是一名甲亢患者， 而介
入手术中常用的造影剂含
碘 ， 很可能诱发甲亢加重 ，
甚至形成甲状腺危象， 造成
生命危险。 但如果不进行手
术 ， 患者胸痛会反复发作 ，

随时可能发生急性心肌梗
死， 此时治疗陷入 “两难境
地”。

为解决患者痛苦， 心内
科主任余再新教授、 主治医
师井然等决定不使用一滴造
影剂来完成这台介入手术 。
术中， 随着导丝通过、 球囊
预扩张、 支架植入、 高压球
囊扩张等操作的一气呵成 ，
最终 4 个支架被顺利植入患
者右冠状动脉， 血管内超声
证实病变狭窄消失， 远端血
流正常 ， 全程仅历时 40 分
钟。 目前， 患者恢复良好。

酗酒喝出胃大出血
———专家谈食管胃底静脉曲张

在家“看电视”就能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