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李雅雯） 几个月
前， 李先生发现自己三岁半的女儿小婕 （化名）
爱上了睡觉， 每天早上赖床到 11 点， 吃完饭又
自己爬上床睡觉。 起初家人认为小孩爱睡觉是在
长个子， 但当小婕上幼儿园也打瞌睡、 在家一沾
椅子就秒睡， 这才发觉不对劲。 近日， 家人带着
小婕来到湖南省儿童医院就诊， 医生初步诊断小
婕为发作性睡病， 需入院进一步治疗。

“家长都以为孩子睡久点是好事， 这类孩子
发病初期常被忽视， 大多在出现明显猝倒后或在
发病数年后才就诊。” 该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宁
泽淑教授介绍，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神经系统
疾病， 以发作性的睡眠增多、 猝倒、 睡眠瘫痪及
睡眠幻觉为四大主要症状， 可能伴有肥胖、 性早
熟、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 嗅觉缺
陷及心理障碍等， 这种病确诊后需服药治疗， 控
制得好对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

������本报讯 （通讯员 扶溢瑶 吴蕾） 3 月 11 日，
11 岁的女孩小晴 （化名） 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院小儿泌尿外科就诊。 近
日来， 小晴茶饭不思， 而且肚子摸起来有些胀
痛， 腰围也变粗了， 起初家里人以为是 “肠胃
病”， 自行买药吃后仍不见好转， 遂来到医院就
诊， 检查结果竟是患畸胎瘤所致。

住院后 CT检查结果， 让管床医生大吃一惊， 小
晴肚子里的肿物大到占满了她大部分腹腔及几乎整
个盆腔， 堪比有一个足月胎儿那么大， 看似怀孕了。

小儿泌尿外科主任张勤俭立即组织科内讨
论， 安排积极完善术前准备， 于 3 月 13 日为小
晴实施了手术。 在麻醉科、 手术室护士团队的密
切配合下， 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 这个肿瘤被成
功地剥离下来了。

张勤俭介绍， 术中发现这个巨大的肿物是长
在患儿左侧卵巢上的， 大小约 30×20 厘米， 考虑
是畸胎瘤， 肿瘤切下来后剖开可见脂肪、 毛发、
骨骼样组织。 畸胎瘤是一种胚胎性肿瘤， 好发于
骶尾部、 腹膜后、 纵隔、 睾丸、 卵巢， 约 80%为
良性， 20%为恶性， 好发于 15~20 岁左右的年轻
女孩。 这是近年来， 该院遇到的最大的畸胎瘤。

������本报讯 （通讯员 屈芳） “感谢杨静主任和
屈芳护士长带领的医护团队， 你们热情细致、 认
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令我十分感动！ 我为刚出生的
宝贝取名 ‘念恩’， 希望他常怀感恩之心， 永远
记住市一医院的这份情！” 前不久， 在长沙市第
一医院办理出院手续前， 梁先生激动地向该院产
科医护人员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

原来， 梁先生的妻子已四十多岁， 小 “念恩”
是妈妈带环受孕的， 给了爸爸妈妈意外惊喜。 虽
然高龄加带环受孕有很大的风险， 但梁先生妻子
还是不忍心放弃这个宝宝。 孕期一直在长沙市一
医院产科门诊进行严格规律的产检。 住院待产期
间， 该院产科主任杨静带领医护团队对宝妈进行
详细的检查和分析， 最终决定实施剖宫产手术。

小“念恩” 顺利来到这个世界， 一家人悬着的
心总算放下了。 “念恩” 妈妈术后因为母乳喂养
困难情绪有些不稳定， 护士长屈芳给予母乳喂养
指导以及产后心理疏导， 帮助她顺利度过了难关。
此后 “念恩” 妈妈各项指标恢复很快， 平安出院。

�������为更好促进妇产科专科建
设， 3 月 23 日， 岳阳市二人民
医院特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妇
产科姚若进教授来该院查房、
讲学指导。 这种“请进来” 的
培训方式， 不仅使基层妇产科
医护人员学到先进的治疗理
念、 精湛的诊疗技术及科学的
管理方法， 更让大家看到专家
们的敬业精神， 提高科室医务
人员的综合素质。

通讯员 陈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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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 17 岁的小华 （化名）
在 4 年前母亲因病去世后， 便
开始出现心慌、 左手不受控制
地向上举起 、 意识丧失的情
况， 随后发展为全身僵硬、 抽
搐……如此症状发作越来越频
繁， 影响到了正常的学习， 小
华不得已辍学在家。 一些老一
辈的人说他这是 “鬼上身 ”
了。

小华的父亲知道孩子这是
病了， 并不是什么 “鬼上身”。
在当地医院检查后， 小华被诊
断为 “癫痫”， 医生给他开了
药， 但疗效不理想， 小华的发
作次数也越来越频繁， 父亲带
他辗转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神经内科就诊。

入院后， 医生为小华进一
步完善了检查。 该院神经内科
主任宋治教授、 神经外科主任
王知非教授等联合组成的癫痫
多学科协作诊疗 （MDT） 团
队， 就其病情反复讨论。 专家
们针对其癫痫病灶的确定、 手
术术式的选择与改良、 患者术
后生活质量反复讨论研究。 大
家一致认为， 患者手术指征明
确， 可以进行手术。 神经外科
癫痫手术组随即根据术前资
料， 制定了严密的手术计划，
以王知非教授为首的癫痫手术
团队在 3 月 23 日安排了这次

手术。
与其他颅内病变不同的

是 ， 这种癫痫病变无法通过
肉眼捕捉 ， 只能通过术前影
像学的判断来定位 。 王知非
通过丰富的经验和多模态技
术辅助下很快找到了病变涉
及的脑沟。 与术前判断一致，
病变恰好位于管理对侧运动
功能的皮层上 ， 一旦切除势
必会导致患者偏瘫 。 为了减
少患者的功能损伤 ， 王知非
运用了电生理监测技术 ， 将
所有运动相关的脑组织标记
出来 ， 并设计了最终的切除
方案 ， 希望尽可能减少功能
缺失的同时切除癫痫病灶。

将病变切除后， 王知非再
次用电生理监测技术检查剩余
的功能区皮层。 可喜的是， 虽
然切除了部分功能区的病变，
但是患者仍然存在电刺激后的
左手左脚的活动。 这意味着患
者术后虽然存在对侧肢体的偏
瘫， 但是这些功能有望获得部
分的恢复。

术后小华虽然出现了左侧
肢体的肌力下降， 但是并没有
完全瘫痪， 经过一段时间的康
复训练， 他的肢体活动将有希
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 目
前， 仍然需要继续服用一段时
间抗癫痫药物， 但脑子里的那

只 “鬼” 已被神经外科医生们
的巧手捉走， 小华和父亲再也
不用像以前那样担心突如其来
的 “鬼上身”， 随之缓解的还
有小华因为长期病情折磨而造
成的焦虑 、 抑郁等问题 。 终
于， 小华紧缩的眉宇也得到一
丝舒展。

王知非介绍， 癫痫是一种
比较复杂的神经系统疾病， 我
国目前有 900 万左右癫痫患
者， 约占全球癫痫患者的五分
之一。 反复的癫痫发作不仅对
患者的生长发育、 认知功能、
记忆 、 学习等造成一定的影
响， 而且还严重影响其身心健
康、 工作、 婚姻以及社会生活
等。

一些难治性癫痫， 常需要
外科手术治疗。 MDT 是治疗
癫痫病的一种潮流和趋势， 需
要神经内科、 外科、 电生理专
家、 影像学等专家共同探讨决
策， 以达到精准治疗的目的。
神经内科医生要完成患者的药
物治疗， 预判患者的远期预后
以及接受外科评估的时机； 影
像学专家要明确病灶位置， 为
手术提供精准参考； 神经外科
医生要明确哪些患者可以手
术， 哪些不可以手术， 明确手
术方式和部位。

通讯员 杨靓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贻贵
李文娟 孟天笑） 35 岁的刘女
士， 因反复出现血便， 一天大
便十余次， 于近日来到邵阳市
中心医院就诊。 经肠镜及病检
检查， 该院初步诊断为低位直
肠恶性肿瘤、 家族性结肠息肉
病， 升结肠粘膜黑变。 该院胃
肠外科手术团队讨论后， 决定
对刘女士实施腹腔镜下全结肠

切除、 直肠癌根治、 回肠造口
术， 手术历时 7 小时完成， 术
后 24 小时患者造瘘口正常排
气， 手术 48 小时后患者便可
下床活动。

该院胃肠外科主任刘森林
介绍， 腹腔镜下胃肠道肿瘤手
术是近十余年来逐渐推广的一
种新的手术方式， 由于腹腔镜
的视频放大作用， 可以对腹、

盆腔脏器进行有针对性的彻底
的切除及保护， 手术操作更轻
柔 ， 对淋巴结的清扫更加彻
底， 根治效果达到甚至超过开
腹手术。

同时， 腔镜手术又具有创
伤小、 术后恢复快、 并发症少、
美观、 便于操作等特点， 逐渐
取代传统开腹手术， 成为胃、
肠癌手术首选的治疗方式。

少年频繁“鬼上身”
外科医生巧手捉走

产科专家“请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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