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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49岁的单亲妈妈廖梦琴（化名）很
开心， 辛苦养大的两个女儿一个进了国家疾
控中心工作，一个收到了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眼看苦尽甘来，突来的剧烈腹痛却令她
苦不堪言。得知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正发起
一场救助“重症妇科疾病特困患者”的公益
项目，且就在8月10日该院还举办了“妇科微
创高峰论坛”， 邀请到海内外知名妇科微创
专家赴长讲学并操刀手术，从医的大女儿借
助远程网络为母亲报了名。

通常， 女性宫腔的正常深度约为7cm。
经玛丽亚妇科门诊王弦主任诊断，廖梦琴患
有长达6cm、宽足2.5cm的子宫粘膜下肌瘤，
从宫腔一直往外延伸，蒂长几乎堵住了子宫
颈口，这在临床上是极为少见的。阴道受压
迫引发痛经， 并伴有月经量多及周期紊乱。
王主任表示：“如果不是贫困所迫，不可能拖
延病情至此”。 王主任耐心细致的疏导和解
释，帮患者和家属打消了顾虑，接受了手术
治疗。

这台宫、腹腔镜下粘膜肌瘤切除手术由
该院妇科微创中心吴买华主任亲自主刀，因
肌瘤生长部位较低，手术切除困难，稍有不
慎就可能损伤输尿管和膀胱。 在视频监视
下,吴主任和她的微创团队透过精妙无痕的
微创切口，观察宫腔内病变,借助电切环切
消除瘤体,将瘤体切成碎挟出,再用电切环
或电凝球止血，成功地完成了手术。

手术后，励志母亲廖梦琴当天下午即可
下地行走、进食了。若不是她腹部留有黄豆
般的小创孔，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刚接受过手
术的病人。医生表示，术后48小时她就可以
出院了。 神奇的微创手术不仅保住她的子
宫，更维护了她作为女人的基本权利。

■记者祝晓东

慢性肾脏病在我国成
年 人 中 的 患 病 率 约 为
10.8%，即每10个成年人中
可能就有1个慢性肾脏病
患者。目前，我国慢性肾衰
患者总数估计在100-200
万例左右，人群数量较大。
而患者在知道自己得了慢
性肾衰竭即尿毒症后，很
容易对人生产生悲观消极
的情绪。实际上，面对慢性
肾衰这样一个疾病， 最大
的劲敌便是悲观。

日前， 在由中国宋庆
龄基金会发起的“橙心关
爱-慢性肾衰患者教育公
益项目”活动中，在全国范
围内征集慢性肾衰患者的
故事中，一位来自湖南常德
的老新闻工作者田正校先
生引起了记者注意。田先生
现年71岁，腹透年限已有4
年，在湘雅医院就诊。虽然
身患尿毒症，田老先生却从
未放弃对新闻事业的追求。
同时，每一篇采访稿的背后
都离不开老伴的全力支持
和悉心照顾，今年是他与老
伴结婚50周年的日子，在各
位亲友和湘雅医院医护人
员的共同见证下， 举办一
场金婚仪式表达对老伴的
感激之情。

期间夫妻二人一直十
指紧扣， 田老先生告诉三
湘都市报记者：“当初如果
没有选择腹膜透析这样适
合我的治疗方式， 如果没
有医护人员对我精心地指
导和照顾， 我不可能在患

病后还继续坚持我热爱的
新闻工作、 继续有梦想去
坚定快乐的生活。”

湘雅医院肾内科敖翔
副教授介绍， 田老先生这
名患者我们科室的医务人
员都比较熟悉， 他患病十
多年了， 并且多次在医院
住院， 在治疗过程中非常
地配合医护人员， 也是一
个很有心、 自我管理意识
很强的人， 在当时的肾脏
替代治疗方案的选择时，
根据病情及自身条件多方
面考虑，选择了腹膜透析，
而且在腹膜透析治疗过程
中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定
期随访、 多与医护人员沟
通， 所以他的病情不但没
有加重， 反而得到了很好
的恢复。

在采访中， 湘雅医院
肾内科聂护士长告诉三湘
都市报记者， 田老先生来
医院前， 在床上躺了四个
多月没有下过床， 他的家
人从常德把他送来治疗，
医院根据他的实际情况，
选择了腹膜透析这个项
目，在治疗期间，老先生的
家人给他很大的支持与关
心， 最让我们医护人员感
动的是他对生命的热爱，
对社会的感恩， 也给其他
的病友传递了正能量。

据了解， 关于如何做
好对慢性肾衰竭患者的诊
治， 湘雅医院肾内科敖翔
副教授强调早期发现并及
时诊治， 可以延缓慢性肾

脏病的进展。敖翔副教授说：
“目前全球慢性肾脏病的一体
化治疗理念提出了腹膜透析、
血液透析和肾移植三种肾脏
替代治疗方式在终末期肾病
中并非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协
同关系，在合适的时机选择合
适的肾脏替代治疗方案，有利
于提高患者生存年限及生活
质量。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
和医疗保险的完善，腹膜透析
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腹膜
透析可以在家中自行进行操
作，时间相对自由，也能节省
治疗费用。特别是这种治疗模
式可以很好地保护残余肾功
能，操作简单易行，不影响血
流动力学、无需建立血管通路
及使用肝素， 减少了乙肝、艾
滋病等血液传播病的感染机
会，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患者的
选择。”

慢性肾衰患者除了需要
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 更需
要各方对相关医疗政策、设
施和体系的支持与推进。百
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百
特金宝肾科中国总经理徐润
红女士表示：“百特一向秉持
‘为患者的生命作出有意义
的贡献’的精神，除了积极与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等公益组
织开展慈善项目， 提供患者
关爱之外， 还与政府相关部
门及各医疗机构紧密合作，
通过卓越腹膜透析中心的成
立、 腹膜透析培训及服务体
系的建立等， 为患者提供安
全、规范的治疗服务。”
■记者祝晓东实习生戴丹梅

肾病不可怕 心态最重要
肾衰患者也要活出精彩人生

“感觉眼睛下方像被亲了一下，接着便看见两坨
黄色的脂肪流了出来， 原来鼓鼓的眼袋变得平整光
滑。 ”芙蓉区的刘女士惊喜不已。

光阴似箭， 不少人在 30 岁以后眼下方就隆起了
两座“小丘”，也就是俗称的眼袋。 眼袋标志着人的衰
老，看上去也没精神，极大地影响了美观。

长沙瑞澜整形医院率先引进“空气”祛眼袋技术，
该技术在美式纳米祛眼袋基础上换代升级，首次导入
航空动力系统， 通过空气分子之间发生反作用，在
0.001 立方厘米的狭小空间内形成 3500 千克力压强，
从而一举扫除眼袋里包裹的脂肪，下眼睑马上变得平
坦、光滑，皮肤红润紧绷。

专家表示，与传统方法不同，空气祛眼袋技术不
借助外物， 只采用与人体最具亲和性的空气为媒介，

温和的动力系统操作，让人身心舒适。
在该院，笔者碰到刚做完眼袋的赵先生。 40 岁的

他来自天心区一家事业单位，赵先生告诉笔者，妻子
常说他眼睛挂着两个大水袋，很显老，在外边和人打
交道非常影响形象。 后来看到妻子做了空气祛眼袋，
人一下子年轻了很多， 他也赶到瑞澜医院把眼袋做
了。“早知道这么轻松我早就做了，以前是怕动刀。 ”赵
先生说。

瑞澜医院作为湖南省首家专注美国技术的整
形机构，目前已帮助数万人告别眼袋，倍受赞誉和
肯定。

免费咨询：400-0418-188�
�������美丽热线：0731-88277277
�������地址：长沙市劳动西路雅礼中学旁

“空气”祛眼袋
“亲”一下就没了

长沙美莱除皱中心成立
引领快餐式除皱风潮

精妙“微创”为
“励志母亲”的健康护航

“肾脏乃生命之源，保护
肾脏就是保护生命。”专家提
醒，对于慢性肾病患者，应该
给予及时、有效的治疗，尽量
延缓或逆转慢性肾脏病的进
展， 以期尽最大可能保护受
损肾脏，远离慢性肾衰竭。

一、 积极治疗原发病

伴有糖尿病、 高血压和
高脂血症者， 应积极治疗原
发疾病，将血糖、血压和血脂
控制在达标范围内。 高血糖
环境容易加重肾脏血管病
变， 因此对于糖尿病肾病患
者来说， 保持血糖稳定对于
保护肾脏尤其关键。 高血压
环境会加重肾脏负担， 因此
您可以想象维持血压稳定对
于保护肾脏多么重要！

二、 坚持优质低蛋白饮食

优质低蛋白饮食具有保
护肾功能、 减少蛋白尿等作
用。肾脏病患者比一般的人要
减少蛋白质的摄入。如肾病患
者血肌酐正常者，每天蛋白质
摄入量为0.8克/千克体重；对
肾功能受损较严重者，每日蛋
白质的摄入量限制应更严格，
一般不超过0.6克/千克体重。
优质蛋白，即摄入的这些蛋白
应该来自牛奶、鸡蛋、瘦肉等
动物性蛋白，而不是植物性蛋
白。 长期坚持优质低蛋白饮
食，对于保护肾脏，延缓进展
到慢性肾衰竭功不可没。

三、 避免和及时纠正加重肾
脏损害的危险因素

1、 高嘌呤饮食可以使尿
酸产生增加，形成尿酸结晶阻
塞肾小管损害肾脏，应尽量避
免。这类食物主要有：动物内
脏、海鲜、鱼卵、鱼皮、啤酒、黄
豆、紫菜、香菇、菠菜等。

2、如遇各种感染，如感
冒、皮肤感染等炎症时，应及
时治疗，不能硬扛。

3、蛋白尿越多，对肾脏
的损害越大， 应积极配合医
生控制蛋白尿水平。 同时纠
正贫血， 纠正水电解质和酸
中毒， 远离肾毒性药物或其
他理化因素致肾损伤等。

如何保护我们的肾脏

近日，长沙美莱整形医院除皱中心在长
沙成立， 长沙美莱专家团队陈立杰博士、暨
南大学医药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黄亚东
博士、伊肤泉品牌华中销售总监、广州远想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玉容等嘉宾参
会，会上还聘请了数位红人成为除皱中心的
“品质监督员”。

目前很多皮肤专家将生长因子结合微
针疗法应用于医学美容皮肤问题的治疗中，
此项技术已经得到整形行业的认可。 但是，
现在临床上出现了一些差异化的操作以及
不规范的操作而导致种种皮肤问题，针对这
一现象， 长沙美莱希望通过与暨大·伊肤泉
联合实验室合作成立一个国家级实验室临
床研究基地———除皱中心，深入研究皮肤护
理修复， 从根本上解决皮肤抗衰老难题，推
动医学抗衰美肤的行业发展，为更多的爱美
人士带去更多的美。

长沙美莱引入国际最前沿美学概念，率
先树立了国内医学美容流行风向标，彰显融
合国际美学理念的领先医美技艺。院内设有
独立的肤科抗衰美肤中心，拥有专业的皮肤
专家团队。此次，与暨大·伊肤泉的合作，将突
破各种皮肤复杂的除皱技术难题，做到除皱
手术精细化处理，打造真正微创简单、便民
化的“快餐式”除皱。

据了解， 此次合作的暨南大学医药生物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生物
研发平台、 该中心专业从事基因工程药物、
生物材料的研发及成果转化的科研实体，是
生长因子（FGF） 原始研发单位， 拥有多项
aFGF和bFGF的发明专利，在生物美容行业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先后承担国家“十五”
重大专项、国家“十五”攻关、国家“973”二级
子课题、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十二五”重大专项，广东省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科技部
成果转化和中小型企业创新项目等40余项，
申报发明专利20余项，授权11项，其中已成
功转让3项， 相关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和省市
级以上奖项10项。 ■记者 祝晓东

肾脏是个沉默的器官，
却担负着机体重要的功能。慢
性肾脏病早期不为大家注意，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早期肾脏
“信号”较为隐匿，等发现后就
已经是到了慢性肾病的终末
期，这个时候就只能进行肾脏
替代治疗了。专家建议：普通
人每年至少要做一次尿常规
检查，尤其高血压、糖尿病、肥
胖、经常或反复尿路感染者更
不可忽视， 如果出现以下症
状，请及时就医。

1、浑身没劲儿；2、不想
吃饭、厌食，甚至恶心、呕吐；
3、小便泡沫多，尿量过多或
过少；4、腰部酸痛 ；5、水肿。

肾脏疾病的早期症状

患者田正校夫妇金婚纪念活动与湘雅医院医护人员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