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67 岁的湖南邵阳男
子胡国华 (化名) 是一名先天性膈肌缺如、 膈疝
患者， 由于胸腔和腹腔之间的屏障 “膈肌” 出现
缺损， 原本应该待在腹内的肝、 胆、 肠等脏器全
“跑” 进胸腔。 近日， 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专家
会同心胸外科专家为胡国华修补好膈肌， 并切
胆取石。 术后胡国华恢复良好。

胡国华从 5 岁开始出现右上腹疼痛的毛病。
成年后仍不时发作， 但因家境贫寒没有到医院
彻底检查、 治疗。 2018 年底， 胡国华右上腹疼
痛再次发作， 剧烈的疼痛让他难以难忍， 还出
现寒战、 高热、 黄疸等不适， 甚至引发休克。 胡
国华辗转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
师何自力处就诊， 经检查后诊断为 “肝内外胆
管多发结石、 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 右膈
肌缺如、 膈疝”， 在充分的术前讨论制定周密的
手术方案后， 吴金术等肝胆外科专家与心胸外
科周文武主任医师一道为患者施行膈下修补、
肝门胆管整形和取石手术。

������近日，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在门诊大厅持续
两周免费为广大病患派送抗流感中药茶。 该院中
医科专家为大家送上中药茶的同时， 还耐心为患
者解疑答惑， 指导患者如何进行中医日常保健。

通讯员 张雪恒 摄影报道

免费派送
中药流感茶

本报专访

������40 刚出头的长沙市雨花区
张女士最近很烦， 前不久， 因牙
痛才看完医生， 另一颗牙齿又痛
了起来。 张女士纳闷， 平时自己
不爱吃甜食， 又比较注意口腔卫
生， 可牙齿这么不争气， 还经常
发生片状脱落。 口腔科医生让张
女士去看看风湿免疫科， 她觉得
莫名其妙。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风湿免疫专家、 副主任医师田
静博士仔细询问病史后， 发现
张女士早几年就有口干眼干症
状， 一直不认为是病没有就医，
直到此次烂牙才就诊于风湿免
疫科， 最终确诊患上了干燥综
合征， 此病是导致张女士牙齿
脱落的罪魁祸首。

田静指出干燥综合征是一
种全身性疾病， 由于人体自身
免疫系统紊乱造成的， 主要表
现为口干、 眼干。 此病可以单
独存在， 亦可出现在其他自身
免疫病中如类风湿关节炎、 系
统性红斑狼疮等。 该病发病率
高， 国人每 1000 人中就有 5 人
患有此病 ， 尤其是中年妇女 ，
发病率是男性的 10 倍。 干燥综
合征除累及唾液腺、 泪腺等外
分泌腺体外， 它还会引发肝病、
肾病、 肺病、 关节炎、 血液病
等， 另有 5％干燥综合征患者可
能会患上淋巴和骨髓肿瘤。

从事 21 年风湿免疫病临床
工作的田静， 擅长干燥综合征、
类风湿关节炎、 系统性红斑狼
疮等疾病诊治， 尤其对干燥综
合征相关肺间质病变， 肺动脉
高压等危重风湿病以及风湿病

合并妊娠， 颇具丰富、 独到的
临床经验。 据她多年临床心得，
干燥综合征多数患者从有症状
到确诊需 5 至 10 年时间， 不要
干着急， 应尽早发现， 及时治
疗， 对阻断病情进一步发展尤
为重要 。 如果出现以下状况 ，
就应警惕干燥综合征作祟———

首要状况是眼干口干。 眼
睛干燥有异物感、 砂粒感或烧
灼感持续超过 3 个月以上， 晨
起眼屎多、 畏光、 眼睛红肿或
疲劳， 严重者欲哭无泪。 而口
干者需频频喝水， 经常水杯不
离身， 说两句话就需要喝一口
水， 以缓解口干。 夜间睡后被
口干干醒达 3 次以上 。 其二 ，
近期出现龋齿或牙齿脱落。 由
于唾液分泌量的减少和唾液中
的抗菌成分相应减少， 牙龈出
现萎缩继而牙齿脱落或损坏 。
无原因的多个龋齿或牙齿脱落
可能是干燥综合征的首发表现。
第三， 不典型的关节痛： 出现
手指关节 、 腕或肩关节疼痛 、
无力， 有时感麻木僵硬， 关节
可以肿也可以不肿。 第四， 反
复出现化脓性感染。 经常容易
感冒， 伴咽痛或发热， 吐黄痰，
或是反复出现尿频、 尿急等泌
尿系感染的表现， 有的妇女白
带增多， 有恶臭； 反反复复的
皮肤疖肿。 同时， 反复出现双
侧腮腺肿大伴疼痛和触痛， 周
期性发作， 肿大的腮腺可随时
间而时涨时消。

田静提醒患者注意， 如果
身体显露以上异常信号， 不能

熟视无睹 ， 要引起足够重视 ，
除了到相应的专科如口腔科 、
眼科看病外， 还要考虑到风湿
免疫科就诊， 并做好干燥综合
征的相关检查。 若能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可有效减缓病情进
展， 预后通常较好。

“预防干燥综合征除增强
体质， 提高抗病能力外， 最好
的方法就是补充水分。” 田静建
议， 宜多喝水、 粥、 豆浆， 多
吃些萝卜 、 莲藕 、 荸荠 、 梨 、
蜂蜜等润肺生津、 养阴清燥的
食物 ； 尽量少食或不食辣椒 、
葱、 姜、 蒜、 胡椒等燥热之品，
少吃油炸、 肥腻食物， 以防加
重干燥症状 。 注意保护牙齿 ，
饭后漱口， 出现牙痛或牙齿脱
落应及时治疗。 因常年无休止
的工作带来的紧张压力会导致
身体免疫功能紊乱而诱发此病，
平日生活要劳逸结合， 保持乐
观情绪， 平和的心态， 经常到
空气新鲜的地方去散步， 有利
于气血通畅， 免疫功能恢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风湿免疫科
去年成立了以田静博士为组长
的干燥综合征工作小组， 开通
了 “干燥综合征生活馆” 微信
公众号， 建立了相应的患者微
信群， 免费定期推送科普文章；
并对患者问题逐一解答， 在帮
助患者树立信心， 正确面对疾
病， 学会疾病自我管理、 提高
生活质量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
让众多干燥综合征患者过上了
滋润的日子。

������本报讯 （通讯员 滕湘） 近日， 天气寒
冷， 衡阳常宁市 91 岁的吕奶奶在家不慎摔
倒， 当时就感觉到右髋部疼痛， 无法行走，
被家人紧急送到常宁市中医院骨伤五科就
医， 经该院骨伤五科主任、 中医骨伤科副主
任医师陈一帆、 主治医师廖启明检查， 诊断
为右股骨颈骨折。 经多学科会诊， 在吕奶奶
受伤后 72 小时内成功完成股骨头置换手术，
很快康复出院。

老年人因年龄增长、 运动量减少、 营养
不足等原因， 多患有骨质疏松症； 另外， 老
年女性雌激素水平下降明显， 导致钙的吸收
率下降， 使全身骨骼强度下降， 一旦遇到轻
微外伤就极易发生骨折。 而股骨颈骨折是老
年人常见的骨折之一。

据陈一帆介绍， 不少家庭担心老人经不
起手术的打击， 而错失最佳的手术时机， 等
到出现并发症以后才进行深入治疗， 但却为
时已晚。 陈一帆说， 手术治疗其实是不错的
选择。 像人工髋关节置换术， 创伤不大、 风
险小， 效果好。 一般情况下， 伤后 72 小时，
除了骨折伤以外， 老人的全身状况还没有发
生质的变化， 这时手术的风险最低。 当卧床
72 小时后， 会出现如心肺功能的代谢障碍、
褥疮、 肺炎、 泌尿系感染、 血栓等一系列继
发性疾病。 因此， 老人股骨颈骨折最好是在
72 小时之内完成相关治疗。

������本报讯 （通讯员 肖玲秦璐） 26 岁的吴
勇 （化名） 是长沙县人， 两周前他突然感到身
体不适， 先是全身乏力， 紧接着说话含糊不
清。 后来发展到双手不能持筷吃饭， 双脚不能
正常行走， 还出现头痛的症状。 在长沙市中心
医院神经内科经检查发现， 吴勇颅内有裂头蚴
感染。 究其原因竟是年少时因右上肢骨折， 听
信了民间的土方法生吃活青蛙所致。

该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贺国华介绍，
裂头蚴是一种寄生虫， 从虫卵到成虫， 它中间
会有一个中间宿主， 一般是青蛙、 蛇、 鸟、
鼠、 猪等。 当人们生吃了这些动物， 很有可能
裂头蚴的虫卵就会寄生在人体内进行繁殖， 成
为幼虫。 其中， 青蛙曼氏裂头蚴感染率较高，
是造成裂头蚴病存在的基础， 主要因为生吃或
半生吃蛙、 蛇肉和蛇胆等导致感染或因局部用
蛙肉、 蛇肉敷帖疮疖而导致感染。 曼氏裂头蚴
侵入人体后， 以幼虫的状态寄生于组织或器官
内， 会引起相应的损害， 并有移行的特点。

������本报讯 (通讯员 彭迎春 周雅菁) 近日，
在邵阳隆回县人民医院第二手术室， 一台特
殊的肛肠手术正在进行， 历时两个多小时，
医生们经肛门从患者直肠内取出拳头大小和
乒乓球大小实心球各一个。

76 岁的患者陈老 （化名） 因为肛门老有
恶臭粪汁控制不住溢出让其尴尬不已， 于是在
一个多月前， 他用小孩玩的皮球塞住肛门想减
轻症状， 谁知两个皮球塞入后排不出来， 肛门
却依旧溢出粪汁。 因不好意思与家人沟通， 老
人经过一个多月的煎熬才同意到医院治疗。

风湿免疫专家提示： 当心干燥综合征惹祸
口干 眼干 烂牙

本报记者 汤江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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