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振 李梦
情） 今年 57 岁的谭某患有乙肝
长达十年， 近期因身体不适到
当地医院就诊， 经检查发现患
有风湿性心脏病、 肝硬化、 肝
癌， 于是转到郴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住院治疗。 该院通过多学
科合作， 于近日在 CT 引导下为
谭某进行了肝肿瘤微波消融术
和肝肿瘤穿刺活检术， 手术取
得成功， 谭某逐渐康复并于 6 月
10 日出院。

据了解， 谭某来住院时有
严重腹水、 呼吸困难， 既往患
有风湿性心脏病 30 年， 二尖瓣
钙化， 心功能极差， 平时步行
上一层楼就会出现双下肢严重

水肿， 只能卧床休息， 几乎丧
失了自理能力。 谭某进入郴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后， 经检查诊
断其患有肝癌 ， 因其心功能 、
肝功能极差， 不能耐受外科手
术 ， 只能选择微创手术治疗 。
根据谭某的情况， 医院组织心
血管内科、 肝胆外科、 放射科
进行会诊， 决定采用肿瘤消融
术进行治疗。

6 月 3 日 ， 该院影像中心
副主任何玉成带领团队， 由副
主任医师陈德平主刀， 采用人
造气胸， 避开肺损伤的基础上，
仅用 30 分钟就成功为谭某完成
肿瘤微波消融手术。

何玉成介绍， 所谓微波消

融 ， 就是将一根特制微波针 ，
经皮穿刺到肿瘤中心区域， 在
微波针的某一点上含有一个 1
毫米大小的 “微型微波炉”， 由
它释放的微波磁场可以使周围
的分子高速旋转运动并摩擦升
温， 当温度升高到 60℃以上时，
肿瘤细胞的蛋白质变性凝固 ，
导致其不可逆性坏死。 从而使
组织凝固、 脱水坏死， 达到治
疗的目的。

“该例肿瘤消融术是医院
开展恶性肿瘤消融术以来， 所
治疗的合并复杂病史最严重的
患者。 像这类患有多种严重疾
病的患者做肿瘤消融术， 在全
国都极为少见。” 何玉成说。

������本报讯 （通讯员 杨玲 刘嫦 吴莹姣） 6
月 4 日， 30 岁的江先生因 “重症肺炎、 呼
吸衰竭、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
被收入长沙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抢救。 在
使用气管插管、 有创呼吸机支持呼吸的条件
下， 江先生的氧分压及氧饱和度仍然不理
想， 且合并纵膈气肿。 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吕爱莲带领科室体外人工膜肺 （简称 EC鄄
MO） 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江先生进行了
治疗， 江先生迅速恢复正常氧供， 争取到了
宝贵的救治时间。

吕爱莲介绍， ECMO 技术是将血液从体
内引流到体外， 经人工膜肺氧合后， 再将氧
合血灌注入体内， 以维持机体各器官的供
氧。 体外膜肺氧合能对严重的可逆性呼吸循
环衰竭患者进行长时间心肺支持， 使心肺得
以充分的休息， 保证血流动力学处在相对稳
定状态。

本报讯 （通讯员 谢嘉 张永丹） 娄底的
谭阿姨因 5 年前患脑梗塞， 伴有左侧肢体障
碍， 出现左脚拇趾外翻畸形， 疼痛难忍， 听
闻娄底市中医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刘波博士医
术高超， 便于近日抱着希望来该院就诊。 刘
波为谭阿姨检查发现， 其左脚第一、 二趾骨
夹角为 24° （超过 15°为重度拇外翻）， 无法
保守治疗， 遂为其制定了左侧拇趾外翻矫形
第一跖趾关节融合+拇长伸肌腱延长的手术
方案， 术后， 谭阿姨拇趾恢复正常模样。

本报讯 （通讯员 孟天笑） 32 岁的覃女
士几天前出现阵发性右下腹痛， 呈针扎样剧
烈疼痛， 同时还有尿频、 下腹坠胀等不适症
状， 到邵阳市中心医院检查， 提示卵巢囊肿
增大至 10 厘米大小。 该院妇产科主任曹玉
梅教授诊断患者为急腹症， 需要手术治疗，
但患者有 2 次剖宫产手术且肥胖， 如果再次
做开腹手术就会创伤大、 恢复慢。 因此经过
妇科团队术前讨论确定给谭女士实行微创手
术， 成功为谭女士完成单孔腹腔镜下巨大卵
巢囊肿剥除术。

曹玉梅介绍， 经脐单孔腹腔镜最大的优
势在于其美容效果， 故又称之为无瘢痕手术。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斌） 6 月 9 日， 69
岁的刘女士委托其儿子， 将一面绣有 “医术
精湛， 妙手仁心” 字样的锦旗送到湘潭市第
一人民医院心内一科， 以表达对全科医护人
员精心诊治和救命之恩的感谢。

今年 5 月 3 日， 刘女士因胸闷、 胸痛入
住该院心内一科， 医生为其行冠状动脉造影
检查， 发现其心脏上的 3 根冠状动脉严重堵
塞， 需尽早置入支架， 打通这根血管。 5 月 5
日， 刘女士被送入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导
管室， 刚结束术前再次谈话， 正准备实施下
一步手术操作时， 刘女士突然抽搐、 呕吐，
随即意识丧失， 心电监护提示心跳停止， 心
脏已完全无供血， 面色发绀， 呼吸停止， 生
命危在旦夕。

主刀的副主任医师周诗波和副主任鲁邦
福等人迅即将导丝通过闭塞病变， 接着快速
球囊扩张， 继而完成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
刘女士在心脏停跳 7 分钟后恢复了冠状动脉
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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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皮肤科门诊就诊的
儿童增多， 该院皮肤科副主任
医师刘朝圣介绍， 儿童节当天
他在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患者有
将近一半以上的是儿童， 这些
患儿中又有将近一半诊断是儿
童特应性皮炎 。 “孩子手腕 、
肘窝总是红痒起皮疹， 全身干
燥瘙痒都是特应性皮炎的特
征， 遗传因素尤其是母系过敏
体质是儿童特应性皮炎主要的
发病因素。” 6 月 9 日， 刘朝圣
就这个常见的 “遗传性” 皮肤
病防治进行了详细解答。

据悉， 特应性皮炎通常初
发于婴儿期， 儿童期最容易反
复发作， 严重困扰儿童身心健
康。 “儿童特应性皮炎在临床
上最常见的诊疗错误是笼统地
诊断为湿疹皮炎 。” 刘朝圣介
绍， 实际上， 儿童特应性皮炎
和湿疹在发病原因、 临床表现
和治疗策略上， 都有着明显的
不同。 刘朝圣提醒， 如果有以
下典型表现， 就要考虑儿童特
应性皮炎： 皮肤瘙痒； 全身皮
肤干燥； 屈侧皮肤受累史 （肘
窝、 膝盖后的腘窝等部位曾有

干燥或皮疹 ） ； 发病年龄在 2
岁以前； 屈侧皮肤有湿疹 （肘
窝、 腘窝等部位正患有湿疹）；
有个人哮喘或者过敏性鼻炎病
史， 或一级亲属有哮喘或者过
敏性皮炎病史。

为什么会得儿童特应性皮
炎 ？ 刘朝圣表示 ， 一般认为 ，
遗传因素尤其是母系过敏体质
是儿童特应性皮炎主要的发病
因素。 环境污染 （包括空气和
水质） 以及皮肤过度清洁导致
儿童皮肤耐受性较差， 也是导
致儿童特应性皮炎发病的重要
因素。 此外， 刘朝圣通过临床
病史询问发现， 剖腹产儿童特
应性皮炎患病率明显高于顺产
儿童， 分娩过程中未经过产道
菌群的充分接触暴露导致婴幼
儿皮肤表面菌群多样性下降 ，
同样是该病发生的因素之一。

刘朝圣表示， 由于儿童特
应性皮炎是具有遗传过敏倾
向 、 受环境影响的多因素疾
病， 因此， 目前没有特效治疗
药物， 分阶段、 个性化综合治
疗是该病基本治疗策略。 在诊
疗过程中， 医生必要的、 充分
的健康宣教是提高疗效、 增加

患儿依从性的重要措施， 而科
学的家庭护理尤其是保湿护理
是有效减少儿童特应性皮炎复
发的关键。 另外， 做好饮食日
记， 观察并避免进食一些致敏
食物， 也是家庭护理的一项基
本措施。

“由于激素、 免疫抑制剂
和抗组胺药物等基础西医治疗
手段在儿童皮肤病的应用中有
一定局限性， 家长依从性也受
影响， 因此中医药治疗儿童特
应性皮炎的优势明显 。” 刘朝
圣表示， 根据临床观察， 脾虚
湿蕴郁热， 是儿童特应性皮炎
最常见的病机， 健脾除湿、 滋
阴解毒是临床有效治疗原则 。
尤其是遵循中医辨证论治法则
组方的中药洗浴疗法， 对年龄
较小的婴幼儿患者非常适用 ，
为家长所广泛接受。

刘朝圣推荐 “养阴解毒外
洗方 ”， 可以缓解特应性皮炎
导致的皮肤干燥 、 瘙痒 。 组
方 ： 金银花 30 克 、 生大黄 20
克 、 苦参 30 克 、 青蒿 30 克 、
葛根 40 克、 黄精 40 克、 玄明
粉 30 克 、 寒 水 石 30 克 。 用
法： 水煎外洗， 一日一剂。

手腕、肘窝总是红痒起“疹子”？

可能是“遗传性”皮肤病作祟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陈双

��������近日， 常德市第二人民医
院儿科医务人员在常德市鼎城区
“博苑金鹰幼儿园” 举办了一场
“新冠防控从我做起” 的宣讲活
动。 专家们向幼儿园工作人员宣
讲了新冠病毒的预防和处理、 学
校环境卫生的消毒等内容， 并现
场向小朋友演示如何正确佩戴口
罩和手卫生操。

通讯员 阳洁 摄影报道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健康宣教走进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