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8日讯 今天中午，
来自浏阳的梁女士焦急地站在
手术室门口， 等待着儿子王帅
（化名）右小腿踝部切开排脓负
压引流术完成。“超级细菌34天
的生死博弈中， 帅帅终于坚强
地挺了过来。”

2017年12月29日早上，王
帅从上铺下床时不慎扭伤了右
脚踝。次日，到骨伤诊所看病检查
发现右踝关节骨折。今年1月5日
晚上，王帅病情迅速恶化，出现呼
吸困难、 持续高烧40度等情况，

被紧急送入长沙市中心医院重
症监护室（ICU）抢救。术后检查
发现，王帅竟然感染了“超级细
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这个细菌是引起皮肤感
染、深部感染及败血症等重症的
主要致病菌，严重危及生命。”

1月20日，在监护室经历了15
天的生死抢救后， 王帅终于挺了
过来。目前，王帅的体温已基本恢
复正常， 腿部经过5次手术后，也
明显好转。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陈溪 汤雪

“小扭伤”进了ICU，竟是超级细菌作怪

福彩刮刮乐2018年贺岁版
生肖主题彩票“戊戌狗”2月1日
登陆湖南， 为喜迎戊戌狗年到
来，湖南特别推出“百万戌狗闹
新春，豪礼金条送不停”彩票。2
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 参与购
买刮刮乐“戊戌狗-福禄寿喜”
彩票， 更有10克足金金条等您
来赢！

活动规则： 活动期间凡购
买“戊戌狗-福禄寿喜”的彩民，
刮出金条特殊图符即可获得10
克足金金条一根，共100根。

金条发放： 凡在湖南省福
彩刮刮乐销售网点购买“戊戌狗
-福禄寿喜” 并中得金条奖品

者，请在第一时间携带中奖彩票
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本地
区市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
领奖登记手续，彩民于2018年7
月10日前未办理领奖登记手续
的，视作自动弃奖。

参与本次活动的“戊戌狗-
福禄寿喜”即开票面值20元，最
高奖金100万元。该款彩票设计
风格喜庆吉祥， 四款票面搭的
四种不同形态的剪纸狗， 其形
象活灵活现， 将剪纸艺术的魅
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福”“禄”
“寿”“喜”包含着中国人祈求的
各种美好愿望。

回家过年不妨带上“福禄寿

喜”，为长辈送上美好祝愿。过年了，
把“狗”票带回家，“刮”出好运，分享
快乐，传递祝福！戊戌狗年，就让“戊
戌狗”陪你欢乐过大年！

■游慧 经济信息

本报2月8日讯 日前，“探
寻晚期肾癌长期生存获益———
肾脏肿瘤诊治策略专家顾问
会”在长沙举行，国内多位专家
就如何实现患者的长期生存获
益进行了探讨，并分享了案例。
“随着治疗手段的完善，我国肾
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逐年升高，
肾癌正逐步从一个‘绝症’转变
为一个可以管理的慢性疾病。”

肾癌发病率上升死亡率下降

肾癌是我国泌尿系肿瘤中
发病率第二高的肿瘤，且发病率
逐年升高。来自国家癌症中心全
国恶性肿瘤登记数据显示，2011
年我国肾癌发病率为3.35/10
万，死亡率为1.12/10万。

“虽然肾癌发病率逐年提
高， 近年来死亡率却在下降。”
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韩惟
青教授介绍， 早中期肾癌患者

手术切除后无复发生存期超过
5年，总生存期可达10年。

晚期肾癌患者采用规范化
靶向药物治疗总生存期， 已经
突破4年。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
济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叶章群教
授透露，有研究显示，目前治疗
晚期肾癌患者的一线靶向药物
使中国晚期肾癌患者总生存达
到30.7个月； 一线靶向治疗经
治后使用二线靶向治疗能使患
者进一步生存获益， 总生存达
41.0个月；在肾癌全程管理中，
持续抗血管生成治疗模式具有
更显著的生存获益， 将患者总
生存延长到50.7个月。至此，晚
期 肾 癌 治 疗 已 经 进 入 到
“30-40-50时代”。

叶章群建议有望获得长期
生存的晚期肾癌患者， 首先应
该考虑选择疗效及安全性更优
的药物， 在保证疗效和安全性
的情况下再选择有医保或援助

项目支持的药物以减轻患者的经
济负担。

晚期肾癌患者可申请援助

根据中国癌症基金会索坦患
者援助项目公示信息，省会的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
三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省
肿瘤医院均为该项目指定医院。项
目对符合医学条件的贫困或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的患者提供援助。

对于不能手术的晚期肾细胞
癌经项目指定/授权医生确认符合
靶向药物适应症，并自费服用过一
定周期后，证实安全有效符合医学
条件的患者可申请援助。

患者可拨打项目咨询热线
010-67770237； 或项目审核热线
010-67171268咨询和了解； 也可
登录中国癌症基金会官网下载申
请表格。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兰婧蕊

喜迎刮刮乐“戊戌狗-福禄寿喜”湖南福彩金条大放送

晚期肾癌可申请援助
我省5家医院为晚期肾癌靶向治疗援助指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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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8日讯 临近年关，
不少市民家中都购置年货，其中
坚果类零食备受幼儿喜爱，孩童
易被坚果卡住喉咙，没有明显呛
咳未及时就医时，可能出现反复
肺炎、咳喘，甚至呼吸障碍。

2月4日， 家住宁乡1岁2个
月的皓皓开始出现咳嗽、 喘气
现象。“以为是感冒了， 但吃了
两天药也没好转，还发烧了。”

长沙市第三医院儿科主任
医师欧元香仔细检查皓皓病情
后，排除了流感可能性，根据化
验结果提示感染， 流感阴性，考
虑为重症肺炎。 就诊过程中，欧
元香怀疑孩子可能被异物卡喉。
做了CT后， 小家伙右侧主支气
管里果然有一颗南瓜子，取出来
后，小家伙不气喘了，烧也退了。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王泽芳

本报2月8日讯 四个身高
近1.6米的小伙子，齐刷刷往自
己身前一站， 省儿童医院高喜
荣教授很开心， 一边感慨14年
的时光过得飞快， 一边庆幸当
年的早产儿们健康长成了现在
的大小伙。 今天正值“小年”，
娄底四胞胎兄弟来到省儿童医
院新生儿科门诊知名专家诊
室， 以鞠躬之礼感谢14年前有
救命之恩的医生高喜容教授。

2003年9月28日， 出生刚
一天的全国首例早产全男四胞
胎转来省儿童医院早产儿重症
监护病房救治， 高喜荣负责救
治。“真的不容易， 孩子们都是
从鬼门关闯出来的。”高喜荣教
授介绍，当年4个孩子出生体重
加起来才共5.5公斤，与病魔抗
争了整整53个日日夜夜， 闯过
了体温关、呼吸关、感染关、黄

疸关、喂养关、早产儿视网膜病
六大关卡后，终于康复出院。

出院至今，医院已先后7次
为他们进行了全面免费的生长
发育评估， 目前各项生长指标
与同龄孩子一样。 为表达感恩
之情， 孩子的父母亲为四胞胎
取名为“国、泰、民、强”，寓意国
家富强、人民安康。后来，四个
孩子分别叫李庆国、李庆泰、李
庆民、李庆强。

“如今你们长大成人了，各
方面都很好，我很欣慰，希望你
们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回馈曾经那些帮助过你们的
人。”在诊室，高教授鼓励孩子
们，也提出自己的期望。据医学
专家按出生概率测算， 全男四
胞胎每352.5万人中才可能出
现一例。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李奇 姚家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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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早产全男四胞胎闯过六大生命关后健康成长

四胞胎兄弟14岁啦，鞠躬感谢医生

1岁宝宝坚果卡喉，成重症肺炎

四胞胎兄弟向高喜容教授鞠躬感谢(上图)。
四胞胎四岁时的样子（下）。 通讯员 李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