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专访

������本报讯 （通讯员 郭玄礼 杨正强） 35 岁的
陈明 （化名） 来自怀化， 半年前， 他的手背、
脚背和肘关节出现多处皮肤红肿、 疼痛并破
溃， 辗转了好几家医院的皮肤科， 被诊断为皮
肤过敏， 但反复用药后始终不见好转， 10 月
25 日到湖南省胸科医院确诊才知道， 自己患
上了皮肤结核。

入院时， 陈明的手背以及身上皮肤出现多
处破溃。 “经过检查， 陈明被确诊为患有继发性
肺结核、 皮肤结核感染、 结核性胸膜炎， 这是因
为肺结核没有及时治疗， 造成结核杆菌全身播散
引起的。” 该院内一科主任王起道出了病因。

陈明入院后， 王起率领科室医护团队为患
者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目前， 陈明身上
的溃疡部位已经愈合， 结核病情也已好转。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惠娴 石荣） 在民间可
能流传这样的 “秘方”， 如果感到没力气或没
胃口， 吃糖水泡饭或喝糖水， 就会有力气、 有
胃口。 然而， 家住长沙的七旬老人李大爷听信
这一 “秘方”， 吃了半年 “糖水泡饭” 后， 10
月 8 日， 李大爷突然昏迷不醒， 被家人紧急送
入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脑科医院） 神
经内科重症监护室。

检查中， 医护人员给李大爷抽血化验发
现， 其血糖竟然高到了 66.2 毫摩尔/升， 相当
于正常的随机血糖的 6 倍。 结合李大爷的临床
症状， 医生诊断李大爷为酮症酸中毒伴高渗性
昏迷， 并立即给予了静脉泵注动物源胰岛素用
来降糖、 补液等其他对症支持治疗。

■门诊新闻

2019年11月7日 星期四 编辑：王璐 邮箱：45082064@qq.com� �版式：谢敏智03健康·服务

������郴州资兴的谢爷爷今年 88
岁， 近日， 他的头顶部出现了
溃烂的大肿块， 来湘南学院附
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就
诊， 诊断为头皮顶部鳞癌。 老
人细细回想， 这些肿块并不是
突然出现 ， 而是 20 多年前就
已有征兆。

早在 1988 年 ， 谢爷爷的
头上就长了多个小包块， 摸上
去硬硬的， 但无疼痛感也未出
血， 所以并没有引起重视。 2
年前， 洗头时发现小包块变大
了， 去诊所就医考虑是湿疹，
涂抹软膏后没有明显好转， 并
逐渐长大 。 此次来该院就诊
时， 头顶部可见大约 5 厘米直
径的肿块， 呈菜花状， 表面有
明显溃疡并覆有黑色血痂。 听
到自己得了癌症， 老人和家属
都沉默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
几十年前不起眼的小包块竟然
发展成了致命的癌症。 癌症二
字对于普通人来说就等于绝

症， 再加上老人年事已高， 家
属的治疗积极性也不高。

经过医生专业及耐心的解
释， 谢爷爷和家属同意进行手
术治疗。 手术中， 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邓忠主任及刘中武主治
医师为患者切除了头皮的肿
瘤， 再从腹部取皮瓣移植到头
皮， 对切除后产生的创面进行
修复。 手术顺利完成， 目前，
谢爷爷已康复出院。

邓忠主任介绍， 头皮癌好
发于长期日光曝晒和慢性刺激
的男性。 早期是暗红色坚硬的
小结节 ， 用力剥 后会出血 ，
随着皮肤损伤的扩大 ， 会逐
渐形成坚硬的红色包块 ， 表
面有鳞屑 、 呈菜花状 、 边界
清楚 、 触之坚硬 ， 病情严重
者 ， 肿块还会出现溃烂 ， 并
向肌层和骨骼侵犯 。 头皮癌
的早期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
当肿块小于 1 厘米时 ， 完整
切除后可作创口一期缝合 ，

然后再加以放射治疗 。 如果
病情延误了 ， 肿块长大了切
除后头皮缝合不拢 ， 就要作
二期植皮手术 ， 这时有可能
病灶已侵犯了肌肉和骨骼 。
由于头皮癌多好发于中老年
人， 长得慢、 不易转移， 经常
因未引起重视而耽误治疗。

因此， 专家建议长期在日
光曝晒下工作， 或长期接触沥
青、 砷等化学物质， 或经常使
用劣质染发剂的人， 发现头皮
上长有不光滑的坚硬小结节，
就应尽快到医院诊治。 治疗一
般以手术切除为主， 但一些患
者由于错过了最佳手术时机，
切除的部分不得已扩大， 导致
创伤面大且恢复慢。 因此， 邓
忠主任提醒， 头皮癌要及时到
医院进行专业诊疗， 早发现早
治疗， 别让老人因小包块承受
大手术， 更不要谈癌色变， 因
年龄大而放弃治疗。

本报通讯员 许莉王君 李丽君

老人头上长 “花菜”

头皮癌需早发现早治疗

�������来自加纳的李迪（中文
名）今年 21 岁，就读于四
川省南充市西华师范大
学。 从 2012年开始， 李迪
就一直深受皮肤病困扰。
她的皮肤凹凸不平， 肤色
不均，使用多款护肤品，始
终效果不佳。 前不久，李迪
来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就诊， 该院医疗美容科主
任陈潇采取激光配合药物
的治疗方式， 为这位非洲
姑娘进行了治疗。 李迪对
治疗效果非常满意。
通讯员 鲁融冰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戴湘怡
唐梦辉） 近日 ， 62 岁李大爷
突发脑梗死偏瘫， 长沙市第三
医院神经内科在他入院 45 分
钟启动 “脑卒中急救绿色通
道”， 予以紧急溶栓， 让李大
爷肢体迅速恢复活动。

10 月 24 日 14 时 左 右 ，
李大爷在家中和女儿通电话时
突然出现言语不清、 右侧身体
不听使唤的症状， 走路也不利
索 ， 家人立即拨打了急救电
话， 于 15 时 29 分将其送至长
沙市第三医院。

该院神经内科八病室主任
丁玲带领溶栓团队启动脑卒中
急救绿色通道 ， 快速评估病

情 ， 急查头部 CT 排除脑出
血， 经专科检查明确， 符合静
脉溶栓适应症。 在获得患者及
家属的知情同意后 ， 16 时 14
分给予静脉溶栓治疗。

溶栓过程中， 溶栓团队严
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溶栓
效果及不良反应。 随着药物缓
慢进入李大爷体内 ， 15 分钟
后李大爷激动地说： “我右手
能动了 ！ 我右腿也能动了 ！ ”
持续一小时的溶栓治疗完成，
李大爷的手脚活动完全恢复，
当天即可下床行走。

丁玲解释： “李大爷康复
得如此之好， 是因为他被及时
送到医院， 并在治疗的黄金时

期内用上了静脉溶栓治疗 。 ”
李大爷有 10 余年的高血压病
史， 此次突发中风与高血压有
关 。 当时临床结果考虑脑梗
死， 如果不及时进行溶栓， 瘫
痪的可能性很大。

脑卒中又称中风或脑血管
意外 ， 是一组突然起病 、 以
局灶性神经功能缺失为主要
特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 。 通
常包括脑出血 、 脑梗塞 、 蛛
网膜下腔出血等 ， 具有高发
病率、 高死亡率、 高致残率、
高复发率的特点 。 如果能在
症状发生 4.5~6 小时内接受溶
栓治疗就可能获得更好的预
后。

非洲女孩千里赴湘“美丽”之旅

临澧县守正创新
发展农村中医药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明义 刘红梅） 11 月 4
日下午、 临澧中医医疗集团召开守正创新发展
中医药服务交流会， 传达全国中医药会议精
神， 并邀请 12 名优秀乡村中医工作者进行经
验交流， 用自身的体会畅谈中医药服务在农村
的影响。

安福镇桂花村村医疗站村医徐德军说 ：
“82 岁的老人吴桂枝， 因擦窗户闪了腰， 在医
疗站进行拔火罐、 针灸治疗。 仅 5 天痊愈， 只
花 180 元钱， 不输液、 不吃药， 既省心， 又省
钱。 搭帮县中医医院针灸培训班给我传授的技
艺。”

烽火乡音庵村村医张楚灼说： “前几年我
运用县中医医院老中医传授的菎藻二陈汤按病
情加减用药， 治愈了本村王水英的脑肿瘤病。
她逢人便夸村医也能治大病、 是中医药给了我
第二次生命。”

全国优秀乡村医生、 修梅镇玉皇庙村医唐
汇山说： “中医中药是国宝， 为人民群众提供
简、 便、 验、 廉的中医药服务是巩固农村中医
药服务的法宝， 作为乡医， 我们要带头提升中
医药服务能力， 造福百姓。”

临澧多年来注重中医药事业发展， 是全国
第一批初级卫生保健达标县和全国农村中医工
作先进县。 前不久， 县政府明文规定新农合住
院中医药补助提高到 80%， 中医针灸、 治未病
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中医药经费
实行财政单列， 每年按全县卫生经费的 50%用
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