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徐
晓平 彭湘群） 胆囊结石 、 胆
管结石， 结石遍布肝脏的所有
胆管， 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医
院微创外科为患者成功施行国
内最复杂的腹腔镜下全肝结石
手术 。 手术做了 14 个小时 ，
取出的结石多达上千枚。 3 月
6 日， 患者顺利康复出院。

今年 2 月初 ， 湖南邵东
59 岁的尹女士出现反复右上
腹疼痛 、 恶心呕吐 、 面色发
黄 、 高烧 39℃， 被诊断为胆
囊结石、 肝内胆管多发结石。
先后在长沙多家医院寻求微创

手术治疗未果， 经人介绍， 慕
名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医
院微创外科 ， 希望能 “不开
刀” 解除病痛。

由于结石遍布尹女士肝脏
的所有胆管， 要将结石全部清
除， 手术难度非常大。 在该院
首席专家吴金术教授和肝胆医
院院长蒋波教授的指导下， 2
月 20 日， 该院微创外科尹新
民教授团队为尹女士实施腹腔
镜下胆囊切除、 胆总管切开取
石、 左肝管劈开取石、 S5 胆
管劈开取石、 右肝后叶及尾叶
取石 、 S8 胆管钬激光碎石 、

肝方叶切除、 左肝外叶切除、
肝门胆管整形、 胆总管离断-
胆肠 Roux-en -y 内引流术 。
术中发现， 患者不仅肝内布满
结石， 还有胆道畸形和狭窄，
手术难度比术前预计的更大。
为将结石清除干净， 尹新民教
授团队遵循 20 字肝胆管结石
治疗方针———“取尽结石， 解
除狭窄 ， 切除病肝 ， 矫正畸
形， 通畅引流”， 使出十八般
武艺 ， 连续奋战 14 个小时 ，
终于成功将上千枚重约 250 克
的结石全部取净， 术中出血不
足 20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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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膀胱过度活动症？
蔡蔚介绍， 膀胱过度活动症是
指逼尿肌无意识收缩 ， 以尿
急、 尿频为主要症状， 可伴急
迫性尿失禁， 是临床排尿功能
障碍最常见的表现之一。 在我
国， 本病患病率较高， 成年人
该病的患病率目前约为 6%
（男女发病率相当）， 而 40 岁
以上的人群高达 11.3%， 并且
逐年上升。

膀胱过度活动症的发病原
因尚不明确， 目前认为可能与
中枢或外周神经尤其是膀胱传
入神经异常、 精神疾病、 激素
代谢失调、 炎症、 膀胱出口梗
阻等有关。

蔡蔚介绍， 目前对膀胱过
度活动症的诊断是以临床症状
作为主要依据。 如尿频、 尿急，
伴或不伴急迫性尿失禁， 而尿
常规检查又正常。 患者还可以
进行泌尿系超声 （包括残余尿
测定）、 尿培养、 尿流率、 尿动
力学检查、 排尿日记、 泌尿系

CT 等， 根据患者个体情况不
同， 医生有针对性地予以检查。

“由于尿路感染也会有尿
频尿急等症状， 和膀胱过度活
动症很相似， 很多患者简单以
为就是尿路感染， 会自行购买
消炎药服用， 从而贻误病情。”
蔡蔚介绍， 其实从很多细节能
发现这两种疾病大不同。 尿路
感染除了尿频尿急， 可能还有
尿痛、 血尿等症状， 尿常规一
般会有红细胞、 白细胞或脓球；
而膀胱过度活动症与感染无关，
一般以尿急为突出表现， 可能
伴急迫性尿失禁， 无血尿、 尿
痛， 重点是尿常规正常。

针对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治
疗， 蔡蔚表示， 除遵医嘱进行
药物治疗外， 还要改善生活方
式， 减肥、 减少咖啡酒精等刺
激性饮料的摄入， 适当控制摄
入水量。 其次， 膀胱训练也必
不可少 。 常用方法是延时排
尿： 白天多饮水， 尽量忍尿，
延长排尿间隔时间； 入夜后不

再饮水， 夜间可适量服用镇静
安眠药物入睡， 治疗期间记录
排尿日记。 通过膀胱训练， 抑
制膀胱收缩， 增加膀胱容量。

另外， 还可进行生物反馈
治疗： 应用生物反馈治疗仪，
使患者能感知膀胱活动并有意
识地逐渐学会自我控制， 以达
到抑制膀胱收缩， 主动进行排
尿或控尿。 盆底肌训练： 通过
生物反馈或提肛运动等方法，
教患者学会通过收缩盆底肌来
抑制膀胱收缩以及其他抑制尿
急的策略。

此外， 根据患者的症状和
舌脉象表现， 膀胱过度活动症
在中医辨证中可分为肝肾阴虚、
肺脾气虚、 湿热下注、 气滞血
瘀等证型。 针对该病的中医药
经验方， 能有效改善患者膀胱
功能及排尿情况， 缓解尿频尿
急， 减少尿失禁、 排尿不适感，
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同
时还能降低西药的不良反应。

通讯员 陈双

�������近日， 长沙市 400 余名、 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 100 名进城务
工人员、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女性等弱
势群体姐妹在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免费
接受了乳腺癌和子宫颈癌筛查， 内容
包括阴道分泌物检查、 HPV 检测、
乳腺触诊、 乳腺血氧超声检查等 （每
人费用近 780 元人民币）。 图为活动
当天， 志愿者为前来检查的女士介绍
体检流程。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梁婷 张江霖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宋辉） 50 岁的成先生 （化
名） 是一名厨师， 工作之余酷爱饮酒， 每餐至少
250 克以上， 近 2 年来， 成先生发现自己的脖子
越来越粗， 一开始以为是胖了， 也没注意。 可是
最近 2 月来， 脖子上的肉越来越多了， 周围人都
开玩笑说成先生脖子上长了个 “游泳圈”。 近日，
成先生来到长沙市第一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就
诊， 该科主任张俊杰在详细询问起病情况， 经过
B 超、 CT 及颈部肿块穿刺活检等检查后， 考虑
成先生患上了罕见的马德龙病， 需要住院手术治
疗。

张俊杰介绍， 马德龙病又称良性对称性脂肪
瘤病， 是一种罕见的脂肪代谢障碍引起的脂肪组
织弥漫性、 对称性沉积于颈肩部皮下浅筋膜间隙
和 （或） 深筋膜间隙的疾病， 多发于中年男性，
几乎所有马德龙病患者都有长期的酗酒史， 导致
酒精在肝脏中的代谢出现紊乱， 脂肪在上身出现
对称性堆积， 形成无痛性脂肪团块， 患者常因颈
部畸形、 活动受限、 压迫气管致呼吸困难而就
诊。

临床上， 主要通过手术彻底切除肿块来治疗
该病， 为了减少术后复发的几率， 手术医生需沿
颈筋膜彻底切除增生脂肪， 只保留肿块周围的颈
部肌肉和器官。

������本报讯 （通讯员 吴文菊） 小昊昊出生后几
天皮肤有些发黄， 奶奶用 “土方” ———毛巾裹熟
鸡蛋揉在昊昊脸上、 后背、 四肢上为其治黄疸。
结果连续 “治疗” 了两天， 昊昊不仅没见好， 皮
肤还越来越黄， 总是昏昏沉沉， 奶量明显减少。
昊爸昊妈这才赶紧将他送到长沙市第三医院新生
儿科就诊， 该院新生儿科医生漆腾飞为孩子做抽
血检查发现， 昊昊的总胆红素达到了 348 微摩
尔/升， 是典型的病理性黄疸， 需要住院治疗。
经过蓝光照射、 补充液体等积极治疗， 小昊昊的
黄疸已明显消退， 5 天后顺利出院回家。

该院儿科主任欧元香表示， 新生儿黄疸分为
生理性黄疸及病理性黄疸。 生理性黄疸是新生儿
胆红素代谢特点所导致的， 一般出生 2~3 天出现，
4~5 天是高峰期。 “宝宝吃的好， 睡的好， 精神
反应好， 大小便颜色正常， 过了高峰期， 不需要
特殊治疗， 足月儿 1~2 周黄疸便会自行消退。” 欧
元香介绍说。 而病理性黄疸则是由其它病理性因
素导致的， 如溶血性疾病、 感染性疾病、 甲状腺
功能低下、 肝酶活性异常、 胆道闭锁等等。 如果
不及时治疗， 则会出现如肺炎， 败血症， 胆红素
脑病等并发症， 对新生儿造成脑损伤。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忠达 徐秀香） 郴州市汝
城县的徐女士由于缺少生育健康意识， 自去年怀
孕后一直很少进行孕检。 几天前凌晨一点多， 徐
女士出现腹痛症状， 想着离预产期还有两天， 她
以为是吃东西吃坏了肠胃， 直到疼痛越来越严重
才拨打 120 急救。 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卫生
院医生曾和芳在随救护车接诊途中成功为徐女士
接生一女婴， 目前母女平安。

在急救车上徐女士表情十分痛苦， 并表示腹
部一阵一阵地痛得厉害。 曾和芳决定先为她进行
检查， 刚刚戴上手套， 曾和芳便发现婴儿的头已
露出来了一点儿。 她一边安慰产妇， 一边做着接
生准备。 5:26， 一女婴平安出生。

何谓膀胱过度活动症
———请听泌尿外科专家如是说

�������刘女士今年 40 岁， 经常感觉尿频尿急， 憋不住尿， 每次去医院检查， 尿常规检
查又正常， 反反复复多年， 刘女士的苦恼一直没有解决。 近日， 刘女士来到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 该院泌尿外科副主任蔡蔚仔细诊察后表示， 刘女士尿常规
正常， 近期又没有服用抗生素等药物， 考虑膀胱过度活动症。 最后， 通过一系列中西
医结合治疗， 刘女士尿急尿频症状逐渐消失， 最终摆脱了疾病困扰。

500名贫困女性
免费“两癌”筛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