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贺科）
家住常德市临澧县的苏大爷
今年 83 岁， 20 多年前发现颈
部长了个鹌鹑蛋大小的疙瘩，
起初没太注意， 随着时间的
推移， 疙瘩越长越大， 生活
起居都受到了影响。 这两年
肿瘤越长越大， 形成了一个
21.7×20.6 厘米的巨大肿瘤 ，
看上去就像一个 “双头人”，
严重影响正常生活 。 近日 ，
经过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多
科室联合会诊， 成功为苏大
爷卸下这一沉重 “包袱”， 切
下的肿瘤重达 3.7 千克。

为确保手术成功 ， 该院
联合麻醉科进行会诊， 10 月

22 日实施手术。 由于苏大爷
的肿瘤已导致颈椎侧弯， 该
院麻醉科主任易峰采用右侧
半坐卧位清醒插管， 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主任陈伟亲自主
刀实施手术， 由于无法判断
肿瘤的性质 ， 每深入一层 ，
都充满艰辛和危险， 假如损
伤了颈部动脉， 会造成大出
血， 苏大爷在几分钟内即可
因失血性休克， 而误伤任何
一根交错密布的神经， 则会
导致他的其他功能受损。 历
时 3 个多小时的全力救治 ，
专家们最终在丝毫未损伤周
围组织的前提下， 成功为苏
大爷切除了这个巨大肿瘤。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十届
膏方节于近日启动，11 月 12 日到 11 月 17
日膏方周期间，该院内外妇儿科专家免费
为市民辨证论治、把脉开方。 该院治未病
中心主任李晓屏教授介绍，冬季补养既可
以及时补充身体的气血津液，抵御严寒侵
袭，又可以使来年少生病或不生病。 图为
市民填写《中医体质辨认表》。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胡翠娥 陈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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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专访

������近日 ， 怀有身孕的王倩 （化
名 ） 和丈夫从湖北恩施来长沙旅
游， 却突然早产， 长沙市第三医院
产科为其开通绿色通道紧急接生，
让这位 “糊涂” 妈妈的双胞胎宝宝
平安降生。

孕妈旅途突发腹痛，
竟不知自己要生产

10 月 30 日， 王倩旅行途中因
突如其来的腹痛不得不拨打了 120，
随后被紧急送往长沙市第三医院产
科病房。 该院产科副主任医师陈怡
为王倩做产检时发现， 此时其产道
已经开了七指， 出现阴道流血， 宝
宝随时可能出生， B 超检查结果更
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竟是一对双
胞胎！

而陈怡询问发现， 王倩没有任
何产检资料， 也没有准备任何产后
母婴用品， 夫妻俩对突然要当爸妈
都是特别惊讶： “不是才怀孕六七
个月吗？ 怎么就要生了？ 我们是来

旅游的， 怎么变成生孩子了， 还是
双胞胎？！”

因为是双胎高危妊娠， 该院立
即为王倩夫妻俩开通了产科绿色通
道， 心电图、 B 超等仪器都推到待
产室进行床旁检查， 医护人员一边
监测着胎心， 一边监测产妇的产程
情况， 新生儿科医生也迅速赶到，
准备监产。 医生发现， 两个胎儿一
个是头位， 一个是臀位。 臀位是胎
位不正的表现， 当第一个宝宝顺利
娩出后， 为了防止第二个宝宝横在
产道导致难产， 陈怡全程双手牢牢
地固定王倩腹部胎儿， 帮助她顺利
娩出第二个宝宝。 10 月 30 日晚 11
时 ， 王倩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男
孩。 因为生产时未足月， 两个宝宝
被送到新生儿科做进一步观察。

一无所有生孩子，
医院绿色通道全程援助

突然升级做了爸爸妈妈， 王倩
小两口喜悦的同时更多的是手足无

措的慌乱。 “突然说要生了， 别说
孩子的衣服、 尿布、 奶粉了， 我们
自己什么都没准备， 连毛巾、 纸巾
都没有， 两手空空到的医院。” 入
院时王倩夫妇不仅拿不出任何费
用 ， 连生产住院的生活用品都没
有。 考虑到情况特殊， 在一分钱未
交的前提下， 长沙市第三医院为他
们再次开通绿色通道， 从产妇产房
生产到两个宝宝送往新生儿科观察
监护， 妈妈和宝宝们所需的衣物、
卫生用品都由医院提供。 “要不是
医院医生和护士的帮助， 我们俩真
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非常感谢长
沙市三医院的医护人员！” 王倩夫
妇对长沙市三医院产科团队充满了
感激。

从来没有做过产检，
预产期全靠“自己算”

原来， 王倩自从用试纸测出自
己怀孕后 ， 一直没有到医院做产
检 。 “我怀孕了也没什么不舒服

嘛， 就想着没必要去检查。 我自己
算算应该是怀了六七个月的样子，
离分娩还有三四个月嘛， 我就出来
旅游了。” 王倩对于自己的突然早
产， 也是充满了疑惑。

“实际上她怀孕 34 周 （8 个半
月） 了， 已经进入了孕后期， 再加
上怀的是双胎， 此时是不适宜出远
门旅游这类较辛苦的活动， 容易导
致早产的发生。” 该院产科易旺军
主任介绍， 像这样没有做过产检、
出现早产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因
为医生对产妇和胎儿的情况都一无
所知， 无法预测生产时会出现的突
发状况。 孕妈妈在怀孕后应及时到
医院做相关检查， 定期产检可以了
解孕妈各时间段， 身体各项指标是
否达标， 对孕期合并症和并发症做
到早期预防、 早期发现， 并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 通过产检可以定期监
测胎儿情況， 评估胎儿大小， 排除
胎儿畸形， 是提高妊娠质量和减少
胎儿出生缺陷的重要措施。

糊涂妈妈从未产检 来长旅游突然早产
长沙市第三医院产科绿色通道紧急接生双胞胎

膏方进补正当时

������本报讯 （陈骏 肖朝文 ） 11 月
13 日， 笔者从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获悉 ， 该院创建常德首家医用 3D
打印技术在外科手术治疗、 介入治
疗、 肿瘤治疗、 口腔治疗、 康复治
疗及医疗美容等领域应用广泛。

今年 10 月初， 一名外伤患者右
侧肩胛骨粉碎性骨折 ， 以往从 CT
等扫描图像上很难掌握骨折的具体
情况。 该院 3D 打印工作室通过 3D
镜像复原技术， 将未损伤且完整的
左侧肩胛骨镜面投影到右侧， 镜面
成像与右侧骨折肩胛骨对比， 通过
软件将骨折碎片进行复原， 再通过
3D 打印技术以 1:1 的比例打印出实
物模型。 最后， 骨科专家根据实物
模型进行术前设计及钢板预弯， 不
仅节省了术中预弯钢板的时间， 也
使手术复位更加精确， 钢板固定更
加贴合骨折面， 取得了良好效果。

不仅在骨科， 在介入微创治疗
领域， 3D 打印技术也锋芒初露。 一
名患者查出肺部恶性肿瘤后， 拒绝
外科手术治疗。 经综合考虑， 该院
采用 “3D 导板+碘 125 粒子植入治
疗技术” 两项组合技术， 精确设计
好粒子进针位置， 让粒子有效分布
在占位区进行治疗。 与以往常规粒
子植入术相比， 3D 导板技术使手术
时间缩短了一半， 并可科学规划粒
子分布。 更重要的是， 3D 导板术避
开了体内重要器官和血管， 大大提
高了手术的效率、 精准度和安全性。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本报通讯员 张亚斐

������本报讯 （通讯员 郑翔 李丽君） 又
到一年吃柿子的季节， 家住郴州市北湖区
安和街道的谢阿姨却因为贪吃柿子遭了
“大罪”。

前不久， 72 岁的谢阿姨收到邻居赠
送的 20 多个柿子。 在一周时间里， 谢阿
姨就把这 20 多个柿子 “消灭” 得一干二
净， 有时一天吃四五个柿子。 把这些柿子
吃完后， 谢阿姨身体却不对劲了， 时不时
地出现腹部胀痛不适。 半个月后甚至出现
了阵发性绞痛、 排不出大便等症状。 经湘
南学院附属医院检查发现， 谢阿姨的胃里
有一块鸭蛋大小的粪石。 该院胃肠烧伤外
科副主任医师曹烈权当晚就为她进行手
术， 将粪石取了出来。 术后， 谢阿姨腹部
的胀痛、 绞痛症状全部消失了。

曹烈权解释， 人体内的胃酸较多， 而
吃下去的柿子含有丰富的草酸、 果胶、 纤维
等， 在胃酸的作用下， 草酸和钙结合形成草
酸钙， 将食物纤维结块形成粪石。 若不及时
治疗， 粪石进入小肠后还会引起肠梗阻， 造
成剧烈腹痛， 严重者会引起消化道出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