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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讯
（通讯员 刘敏）
30 岁的小王最
近 两 天 咳 嗽 、
喷嚏不断 ， 吃
了几天感冒药
后也不见好转。
到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呼
吸 内 科 就 诊 ，
医生询问病史
得知 ， 小王一
直患有过敏性
鼻炎 ， 由于一
直没合理用药，
过敏性鼻炎已

引发哮喘。
该院呼吸内科副主

任医师韩淑华介绍 ， 过
敏性鼻炎与哮喘是同生
关系 ， 有研究显示 75%
以上的哮喘患者同时患
有鼻炎 ， 40%-60%的过
敏性鼻炎患者会成为哮
喘患者 。 而且 ， 过敏性
鼻炎会使哮喘的风险增
加 3 倍。

据了解 ， 近年来 ，
由于雾霾天气影响 ， 秋
冬季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发病增加 ， 而患者一旦
不合理用药 ， 即会诱发
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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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新闻

肾脏病是一种慢性疾病， 病因不易发现，死
亡率高，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但患者的重视率非
常低。且有“毒排出、病自愈”的侥幸心里。传统治
疗都以降低指标，控制病情，忽略了肾脏组织受
损的问题。 长期大量使用药物治疗的同时，也在
给肾脏增加负担，让原本已经受损的肾脏更是雪
上加霜。 使病情反复发作，让很多早期发现的肾
病患者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最后发展成了肾功
能衰竭，尿毒症。只能以终身吃药，透析或换肾来
延长生命。不但让肾病家庭承受着巨大的经济负
担，同时也让患者失去了治疗信心。

近年来， 河南省现代医学研究院医院一直以
“治肾不伤肾” 的治疗理念， 从明代 《万历病案
大全》 挖掘整理出因历史原因一直失传至今，
用于治疗水肿， 少尿等腰子病的经典古方 《镇
坎散》。 它即不含中药成分， 也不含西药制剂，
完全传承古代偏方 ， 验方的特殊成分 “特性

碳”。 经过 40 多年的大胆创新， 无数次试验和
改进烧制工艺 。 并重新批准命名为“肾宁散
AR 碳化” 疗法 ， 经多年大量临床验证表明 ，

“肾宁散 AR 碳化” 疗法安全， 无毒副作用， 具
有吸附毒素， 净化血液， 可使肌酐、 尿素氮指
标逐渐下降。 激活和修复受损肾脏细胞组织，
使肾小球滤过网再次修复， 让蛋白质、 红细胞
不再流失， 恢复原有的肾脏功能。 因此在药品
说明书中明确标注： “本品无毒副作用， 可连
续服用， 三个月为一疗程， 直到逐渐康复为
止”。 这也表明只要是已经确诊的肾病患者， 即
可放心服用。

用药有补贴，治疗有保障，一个电话即可获
得 1860元救助， 现在报名可申请买三送一 货
到付款，因名额有限，每人只能限订一份。

肾病 尿毒症有救了

全国肾病救助热线：400-010-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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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脑血管病， 是一种脑血
管意外事件， 也称为脑卒中、 脑
中风， 由于大脑里面的血管突然
发生破裂出血， 或因血管堵塞造
成大脑缺血、 缺氧而引起， 具有
“发病率高 、 致残率高 、 死亡率
高、 复发率高、 并发症多” 的特
点， 是我国人口死亡的第一位原
因。 随着人口老龄化、 现代人生
活方式改变， 发病率有进一步增
高趋势， 急性脑血管病来势汹汹，
怎样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诊疗救
治呢？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省
脑科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杨松林
教授， 多年来一直投身于脑血管
病的防治、 诊救， 有着丰富的临
床经验。 近日， 记者采访了他。

家住长沙市黄土岭的李爷爷
今年 68 岁， 3 年前的一天早晨起
床时发现右侧肢体活动无力， 说
话不清， 被急送进医院， 经急诊
进入绿色抢救通道， 1 小时内完
成头部 CT 及化验等各项检查， 进
行了紧急溶栓治疗， 李爷爷症状
很快好转。 现在李爷爷定期复诊，
每天做做操， 带着小孙女户外玩
耍， 其乐融融。 他常常说， 如果
不是发现早， 抢救及时， 后果不
可想象。

脑梗死的病人占到急性脑中
风的 70%以上， 是临床常见急症。
急性梗死灶由中心坏死区和周围
的缺血半暗带组成， 半暗带内仍
有侧支循环存在， 尚有大量可存
活的神经细胞， 如果血流迅速恢
复， 神经细胞仍可存活并恢复功
能， 所以快速的血流再通是脑梗
死治疗成功的关键。 时间窗只有
3-6 小时， 杨松林说， 可惜不少
患者错失了这样的机会。

脑血管病病人众多， 为挽救
更多的病人 ， 杨松林 30 余年一
直奋斗在临床一线， 2002 年在湘
潭市重点神经专科当主任的他作
为人才引进调入省脑科医院创建
神经内科 ， 将当时仅 37 张床位
的病室， 扩大到现今 170 余张的
规模。 2003 年杨松林结合卒中领
域的最新进展， 建立省内首家卒
中单元模式病房， 将脑卒中的预
防、 急救、 治疗、 康复、 宣教融
为一体， 开展静脉溶栓、 微创治
疗高血压脑出血、 双侧脑室穿刺
引流加腰穿脑脊液置换治疗脑室
出血铸型 ， 亚低温脑保护治疗 ，
偏瘫肢体综合训练、 失语症计算
机评定与治疗等项目 ， 疗效显
著。 “卒中单元在脑血管病临床

应用研究” 获得原湖南省卫生厅
重点课题资助， 并获得湖南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

除了在脑血管病基础与临床、
老年痴呆的早期干预， 神经康复
技术的研究， 社区康复医学管理
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外， 杨
松林在省内较早开展神经干细胞
治疗研究， 采用脐带血干细胞和
骨髓间充质细胞移植治疗的动物
实验研究， 获得原湖南省卫生厅
科研课题资助， 研究论文在国内
核心期刊上发表。 同时学习国内
权威单位的经验， 开展了部分的
临床应用研究， 对运动神经元病、
小脑共济失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疗效。

作为神经内科方面的资深专
家， 杨松林为人低调谦逊， 对待
病人热情关心 。 记者采访他时 ，
正碰到一个从新化来长沙复诊的
病人 ， 病人对杨松林百般感谢 。
杨松林说： “医学若没有人文关
怀， 就是冰冷的。 医生面对的是
人， 不是机器， 不能把病人当机
器来维修。” 几十年来， 他也一直
是这样做的 ， 处处为病人着想 ，
给他们提供正确、 经济的治疗方
案。

������本报讯 （通讯员 杨艳 陈文） 今
年 50 多岁的老黄 1 年前出现不明原
因的腰部疼痛， 一直被被当成肾虚、
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四处求医， 病
情却越来越重 ， 发展到无法行走 。
近日， 他在湖南省胸科医院被诊断
为 “腰椎结核”， 经过 1 个多月的治
疗， 老黄疼痛减轻， 并渐渐恢复了
肢体活动能力。

该院骨科主任肖经难表示， 腰
痛是腰椎结核最常见的症状， 很多
腰椎结核起病多较缓慢， 全身症状
不明显， 早期症状以疼痛为主， 很
容易被误诊和忽视而导致病情进一
步加重。 对此， 肖经难提醒， 有些
患者在疼痛难忍时服用止痛药来缓
解， 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因
服用大量止痛药， 不仅易产生耐药
性， 而且长久服用止痛药后， 患者
忽视了骨结核的早期诊断， 从而掩
盖了病情， 延误了治疗。

3-6 小时最关键
��———访神经内科专家杨松林

本报记者 张丽 通讯员 杨文 徐珊

脑梗死
治疗

��������三九贴是在“数九” 时节采用
具有辛散温通功效的中药进行穴位贴
敷治疗， 从而达到扶正祛邪、 调补阴
阳、 预防和减少冬春季多发疾病发生
的目的。 12 月 22 日， 由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及长沙市芙蓉区卫
生局主办、 凯歌健康协办的“三九贴
敷” 专家进社区义诊活动在芙蓉区
10 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 不
仅有省级名医现场义诊， 同时还为社
区居民提供便利的现场三九敷贴。 图
为专家在芙蓉区荷花园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为市民贴敷。

记者 尹慧文 李霞
通讯员 陶艳 贺霞 摄影报道

“三九贴敷”进社区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12 月 22
日， 长沙的吕女士跟老公吵架后， 因
为情绪过于激动而 “心碎” 入院。

当天早上， 35 岁的吕女士因为家
庭琐事跟老公大吵了一架， 当即感觉
胸痛、 胸闷， 喘不上气。 家人急忙将
她送往湖南省人民医院， 心电图和血
化验均提示发生 “急性心肌梗塞”， 但
冠脉造影却没有发现血管堵塞， 左心
室造影发现心室呈 “章鱼篓” 样改变，
医生据此判断她患的是应激性心肌病。

“心碎综合征并不是真的心脏破
碎， 只是这种痛起来的感觉就像心碎
了一样。” 该院心血管内科三病室主
任潘宏伟教授介绍， 人在遭遇重大情
感和身体创伤后， 交感神经就会大量
分泌儿茶酚胺， 导致心室收缩无力，
出现心尖球形改变。 这时心脏的跳动
能力突然减弱， 造成剧烈胸痛或呼吸
困难等类似心脏病发的症状， 临床上
称为 “应激性心肌病”， 俗称 “心碎
综合征”、 “伤心综合征”。 该病多见
于女性， 通常 4 至 8 周能完全恢复，
但如果对 “心碎” 放任不理， 继续加
重也可能导致心力衰竭， 甚至猝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