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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回去了？ 这样就好了
吗？ 太神奇了！” 近日， 被眩晕症
状困扰多日的汤女士， 在长沙市第
三医院耳鼻喉科经过该科医师易恩
欢神奇的手法治疗后， 不打针、 不
吃药、 不做手术就彻底痊愈了。

据了解 ， 汤女士今年 56 岁 ，
春节时， 她正在家里忙着张罗布
置， 忽然感觉一阵眩晕， 但只持续
一分钟就好了， 汤女士猜想可能是
最近劳累过度的反应， 休息休息就
好了。 没想到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她每天都不时感到眩晕， 最严重的
是早上起床和晚上睡觉那阵子， 整
个天花板都在转。 经过自行调整作
息和饮食无效后， 汤女士选择了就
医。

接诊汤女士后， 易恩欢详细询
问了其病情， 并仔细观察她的眼
睛， 判断汤女士患上的是耳石症。
“治疗过程像是在练瑜伽一样”。 汤
女士回想起治疗过程感觉很轻松。

汤女士躺在病床上， 易医生运用专
业手法调整她的身体和头部的位
置， 十几分钟后眩晕就没有了， 回
家后也没有再发生眩晕。 过几天复
查时， 易医生告诉她， 经过手法复
位治疗后她的眩晕已经治好了， 并
且复发几率也很低， 若再有复发，
来医院做个复位即可。

易恩欢介绍， 内耳的前庭和 3
个半规管是我们人体维持平衡的最
重要器官， 正常情况下耳石是附着
于前庭内的耳石膜上， 是不会引起
眩晕的。 当一些致病因素导致耳石
脱落， 这些脱落的耳石颗粒就可能
会从前庭移动到半规管内， 导致机
体发生强烈的眩晕， 时间一般较
短， 数秒至数分钟 ， 可加重或缓
解。 病程时间长短不一。 只要耳石
颗粒在半规管内随体位改变移动，
眩晕就一直不能消失， 而耳石颗粒
非常微小， 一般耳部检查和 CT 或
者核磁共振检查都无法检测得到，

只有通过查看患者眩晕时的眼震才
能诊断耳石症， 这对医生的专业水
平要求很高。

易恩欢提醒， 治疗耳石症最好
的办法就是手法复位———让 “迷路
的” 耳石颗粒回到前庭里去。 用手
法复位的方式治疗耳石症， 要先通
过眼震判断哪个耳朵出现了耳石脱
落， 再看脱落的耳石到了哪一个半
规管， 然后分析在半规管的哪一部
分， 不同的位置需要用不同的手法
来复位， 是一门技术含量很高的
活。

有的耳石症患者容易被误诊为
脑出血、 中风或是颈椎病治疗， 易
恩欢建议， 眩晕患者要及时到耳鼻
喉科进行检查， 排除是否患有耳石
症。 据悉， 长沙市第三医院耳鼻喉
科自开展这个治疗项目以来， 易恩
欢医生已经为上千名患者治好了耳
石症。

通讯员 黄琢玉

�������近日， 郴州技师学院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年满 18 岁的学生们朝气蓬
勃， 争先赶到献血车里参加这一场意义重大的献血典礼。 据悉， 当天学
院共有 25人成功献血， 累计献血 1万毫升。

通讯员 李孟玲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晓丽 高琳）
40 岁的刘媛 （化名） 去年在长沙
市中心医院体检时查出患有肺结
核， 转入长沙市中心医院肺科医院
接受规范抗结核治疗。 服药治疗过
程中， 刘女士出现胃部不适， 于是
她开始抗拒治疗， 不按医嘱规律服
药， 也不来医院复查。 近日， 家人
带她再次来到长沙市中心医院肺科
医院五病室时， 医生发现她已经出
现神智障碍及反复抽搐， 检查后诊
断为 “结核性脑膜炎”。 所幸， 经
过该院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 刘女
士病情得到了控制。

该院肺科医院五病室主任、 主
任医师高智建议， 一旦确诊为结核
病， 坚持 “早期、 联合、 适量、 规
律、 全程” 的 “十字方针”， 结核
病是可防可治的， 坚持规范治疗，
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

������本报讯 （通讯员 谢福） 近日，
34 岁的吴先生不幸摔伤了左膝盖，
一直胀痛， 走路的时候疼痛得更加
明显， 入住到长沙市第一医院骨科
后， 医生诊断为左膝关节前十字韧
带损伤， 需要实施手术治疗。

该院骨科副主任医师胡益华为
吴先生在关节镜下实施了左膝关节
的清理、 外侧半月板缝合、 前交叉
韧带胫骨止点复位缝合手术， 手术
过程顺利， 仅耗时 2 小时。

胡益华介绍， 关节镜手术是一
种骨科微创技术， 用于关节内疾病
的观察、 诊断和治疗。 关节镜的外
形像一支铅笔， 直径约 5~6 毫米，
手术时只需做一个不到 1 厘米的小
切口， 就可以把关节镜放入关节，
直接准确地找到病变的部位， 针对
性治疗。

������本报讯 （通讯员 粟青梅） 近
日， 压在黄先生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总算落了地。 他长达一年时间咳嗽
不止， 曾跑了很多医院， 始终查不
出病因， 怀疑自己患上肺癌。 3 月
24 日， 黄先生来到长沙市中医医
院 （长沙市第八医院） 肺病科完善
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医生从其肺
部右下基底段夹出一片疑似辣椒皮
的异物， 周围可见肉芽组织增生。
医护人员为黄先生清除了异物并进
行活检， 证实为炎性肉芽组织增
生， 排除了癌症的可能， 他咳嗽的
症状也随之消失。

该院肺病科主治医师刘丹介
绍， 气管、 支气管等气道异物是呼
吸科常见急症， 异物种类多样， 产
生的组织损伤不尽相同， 如异物不
及时取出， 轻则出现肺不张、 呼吸
道感染， 重则可能窒息死亡。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小
玮） 今年 42 岁的李先生，
反复头痛多年， 最近头痛
症状加重， 还出现了右侧
视野偏盲和抽搐发作， 他
去当地医院做头部 CT 检
查发现脑组织多处低密度
影改变， 并诊断为 “脑梗
死”。 给予相关治疗后， 症
状未见好转。

因为治疗效果不佳 ，
患者转诊来到湖南省脑科
医院就诊， 副主任医师黄
远桃给患者进行了详细的
问诊和体格检查后， 判断
病情复杂且严重， 随即安
排其住入了神经内科病房。

住院期间， 患者头颅
磁共振检查提示； 颅内病
灶多发、 靠近脑膜的病灶
居多； 颅内血管 CTA 检查
发现： 患者的颈动脉和颅
内动脉血管没有明显的狭
窄和畸形； 患者腰穿脑脊
液压力及常规生化检测正
常； 四肢肌电图显示有肌
源性损害； 乳酸丙酮酸运
动试验阳性。 再结合患者
的兄弟也有类似的发病病
史， 黄远桃高度怀疑患者
是线粒体脑病。 最后通过
线 粒 体 DNA 检 查 发 现
mtDNA 有基因突变， 于是
线粒体脑病得到最后的确
诊。 确诊后予以调整药物
治疗方案， 患者的症状改
善后出院。

������本报讯 （通讯员 周玉 张明铭）
长沙的张女士头晕、 头痛 20 多年，
3 月 16 日， 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神经外科进行了床突段动脉瘤开颅
夹闭手术后， 康复出院的张女士顺
利解决了头痛问题。

今年 2 月， 因头痛多年求医未
查出病因的张女士在湘雅二医院进
行了全脑血管造影检查， 被诊断为
“左侧床突段动脉瘤”。 据了解， 此
类颅内动脉瘤在临床上被喻为 “不
定时的炸弹”， 若不及时手术治疗，
患者颅内 “炸弹” 随时可能 “爆裂”

出血危及生命。
因患者病情特殊， 积极完善术

前检查及准备后， 蒋宇钢教授团队
明确了以 “开颅夹闭” 为处理手段
的治疗方案 ， 在神经电生理监测 、
经颅多普勒血管超声等多种先进技
术的辅助下， 开颅后， 专家以微型
磨钻仔细磨除部分颅底骨质， 充分
分离周边粘连， 孤立瘤颈及瘤体后
成功实施了夹闭手术， 术后给予患
者重症监护及常规对症支持处理 ，
目前患者已顺利康复出院， 且未遗
留神经功能障碍及缺损。

治疗过程像练瑜伽

不打针不吃药也能治好耳石症

无偿献血致敬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