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左
丹 余希） 近日 ， 中南大
学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主
任王晓艳教授团队首次运
用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进
行 “活体病理” 检查， 将
肝总管放大千倍为患者找
出了肝总管癌变病灶。

70 岁的陈先生 （化
名） 因全身黄疸而被查出
肝总管不明原因的狭窄。
半年前 ， 陈先生经磁共
振、 CT、 超声检查及胆道
细胞刷检， 均未发现局部
肿块及转移性病灶 。 原
来 ， 胆管癌有管壁浸润
型、 结节硬化型和腔内乳
头状型三种， 其中管壁浸
润型由于仅有胆管壁增厚
或管腔相对狭窄， 早期诊

断十分困难， 这位患者的
肝总管病变为管壁内浸
润， 细胞难以刷下来， 仍
无法确诊， 为此来到湘雅
三医院就诊。

该院消化内科在省内
率先引进共聚焦激光显微
内镜 ， 在王晓艳的指导
下， 胆胰微创诊治团队采
用这种显微内镜对陈先生
进行检查， 先将一根棉线
粗细的导管从十二指肠活
检钳道伸入到肝总管相应
位置， 注射荧光素钠， 通
过激光激发在显示屏上显
像。 在被放大了千倍的肝
总管里看到了不规则的增
粗血管及黑色团块状物
质， 结论为肝总管癌， 但
没有任何转移。

�������1 月 2 日， 株洲市对口支援
县西藏扎囊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央
拉， 率医疗卫生考察团来到株洲
市攸县考察交流。 考察团先后来
到攸县人民医院、 中医院、 疾控
中心及部分乡镇卫生院实地考
察， 仔细听取了各医疗机构的经
验介绍， 与医务人员亲密交谈，
详细了解攸县医疗卫生机构建
设、 医疗技术水平、 公共卫生服
务等方面的情况。

通讯员 朱伟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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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岁的蕊蕊 （化名） 不久
前偷偷跟妈妈说自己 “乳房
痛”， 妈妈检查发现其胸部竟
然出现一个小包块， 赶紧带着
蕊蕊来到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儿
童保健科检查。 在该院完善相
关检查后， 蕊蕊被诊断为性早
熟， 骨龄已经到了 9 岁。 医生
询问孩子生活习惯发现， 蕊蕊
不爱运动 ， 平时很喜欢吃炸
鸡、 巧克力、 冰淇淋、 奶茶，
喜欢看电视， 偶尔玩玩手机；
妈妈担心她营养不够有时会给
她吃燕窝， 还给她用自己的护
肤品和口红。 医生表示， 这些
不良生活习惯是导致孩子性早
熟的主要原因。

该院副主任医师刘艳萍介
绍， 性早熟是一类由多种病因
引起的以性征发育提前出现为
特点的疾病。 除去器质性疾病
因素， 饮食、 生活方式、 环境
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致病的原因
之一 。 按发病机理和临床表

现， 性早熟分为中枢性性早熟
和外周性性早熟。 中枢性性早
熟患者， 下丘脑-垂体-性腺
轴提前启动， 第二性征发育提
前并加速， 同时伴着身高的突
增， 但是骨龄提前明显， 缩短
了身高生长时限， 往往造成身
高暂时高， 但生长时间缩短，
从而造成成年身高矮小。 外周
性性早熟表现为乳房发育， 也
可由子宫、 卵巢增大， 但骨龄
未超出正常范围， 大多是与环
境中含雌激素代谢产物有关
系。

那么， 日常生活中， 应该
如何预防性早熟呢？ 刘艳萍提
醒家长以下几点需注意。

1. 避免给孩子服用补品
或保健品 ， 如冬虫夏草 、 人
参、 燕窝、 阿胶、 桂圆干、 黄
芪、 蜂王浆、 花粉制剂等。

2. 避免高热量、 高糖、 高
脂的食物， 如油炸食品、 膨化
食品 、 果汁 、 饮料 、 巧克力

等。 这些食物容易使儿童营养
过剩， 脂肪细胞中分泌的瘦素
会刺激弓状核分泌促性腺激素
释放激素， 导致性早熟。

3. 避免进食含有激素的
食品， 少吃生长过快的某些人
工养殖的或培育的动植物食
品。

4. 部分成人用的化妆品
含有雌激素， 应避免给孩子使
用 。 大人应妥善存放避孕药
物 、 丰乳美容产品 ， 避免误
服。

5. 过早接触情爱书刊影
像 ， 可能触发孩子性心理早
熟， 引起早发育。

6. 不要开灯睡觉， 避免长
期在人工光源下学习， 控制电
脑、 电视、 手机等电子产品使
用时间。

7. 增加体育活动， 保证每
天 1.5 小时以上的运动时间，
避免超重或肥胖。

本报通讯员 谭晶晶

患罕见病

������本报讯 （通讯员 周蓉荣） 62 岁的宁乡人黎
大爷， 这两个月一直觉得头昏脑涨、 呼吸不畅、
气促， 吞东西时异物感明显。 最近， 黎大爷来到
湖南省人民医院老年病科检查， 被确诊为心脏先
天性二尖瓣发育不良合并筛孔型房间隔缺损。 据
了解， 先天性二尖瓣畸形多为婴幼儿患者， 约
30%的患者在出生后 1 个月内、 75%的患者在出
生后 1 年内出现症状， 像黎大爷这样的成年患者
极其罕见。

该院老年病科医师邓婷智介绍， 心脏就像一
个特殊的 “血泵”， 为血液循环提供动力 。 在
“血泵” 中， 有种特殊的结构， 保证血液循环流
向一定方向和通过一定流量， 它的作用就像 “阀
门”。 这个 “阀门” 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脏瓣膜。
患有先天性二尖瓣发育不良合并筛孔型房间隔缺
损的患者， 就像是 “双开门” 的阀门变成了 “单
开”， 导致通过血液受阻或返流， 影响心脏 “血
泵” 功能， 久而久之， 心脏发生扩大， 心脏的
“泵衰竭”， 严重者可能威胁生命。

重症肺炎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李雅雯 姚家琦）
近日， 由于重症病毒性肺炎引起呼吸衰竭、 一度
濒死的 4 岁男孩斌斌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全力抢救
8 天后， 顺利接受了 ECMO （体外膜肺氧合） 撤
机， 这意味着斌斌终于能自主呼吸， 病情有了转
折性好转。

“器官功能异常、 全身浮肿、 昏迷......” 斌
斌当时病危的样子对于该院重症医学二科主任卢
秀兰教授来说仍历历在目。 据她介绍， 斌斌当时
只有 20%的肺能够发挥作用， 调节呼吸机参数
也没有起色， 病情十分危重， ECMO 的核心设备
是 “体外膜肺”， 能替代人体内肺脏的呼吸换气
功能， 让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身体各处， 使用
该机器后， 斌斌渐渐好转。 8 天时间里， 斌斌渡
过置管、 感染、 出血、 抗凝、 溶血等一道道难
关。 终于， 经专家团队评估， 斌斌的肺通过治疗
已经逐步恢复， 可以进行 ECMO 撤机。

卢秀兰提醒， 重症肺炎因起病急、 病情凶猛需
引起高度重视。 家长若发现孩子出现高烧、 咳嗽，
尤其神情淡漠、 精神涣散的情况需立即就医诊治。

重度黄疸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双 周芳） 近日， 家人发
现出生才 3 天的宝宝小小 （化名） 皮肤越来越
黄， 到了第七天， 黄色不仅没有消退迹象， 且出
现了不吃奶、 发烧、 烦躁不安的情况。 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儿科主任董晓斐检查后
发现， 孩子的胆红素明显升高伴随重度贫血， 确
诊为蚕豆病。 董晓斐立即决定对患儿实施新生儿
换血术， 医护人员迅速开启动静脉双管同步换血
术， 两个小时换血量 650 毫升， 相当于将婴儿体
内的血液换了 2 遍。 最终小小解除生命危险， 康
复出院。

董晓斐介绍， 医学上把未满月 （出生 28 天
内） 新生儿的黄疸， 称之为新生儿黄疸。 新生儿黄
疸是指新生儿时期， 由于胆红素代谢异常， 引起血
中胆红素水平升高， 而出现以皮肤、 黏膜及巩膜黄
染为特征的病症， 是新生儿中最常见的临床问题。

董晓斐提醒， 孩子持续黄疸有可能导致胆红
素脑病， 出现听力障碍、 四肢抽动甚至脑瘫， 严
重的将危及生命。 宝宝如果出现病理性黄疸特
征，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治疗。

七岁女孩乳房发育
专家谈如何预防性早熟

吃燕窝
涂口红

西藏医疗卫生考察团来攸县“取经”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明义） 1 月
4 日， 临澧县中医医院召开中层骨干
以上负责人会议， 纪委书记李小平
通报了县纪委印发的 《临澧纪委 13
期通报》 对 12 起违纪案例进行剖析
讨论 ， 用案例说话 ， 让警示人心 ，
新年开局警钟长鸣。 充分利用这些
“活材料” 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 用
身边的人， 突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
实效性， 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
训， 引以为戒。 院党委结合医疗行
业的特点， 今年推行 “取、 会、 善”
监督三个制度 ， 特聘监督员队伍 ，
打造清廉医院建设打了良好的基础。

近日来， 该院通过签诺履诺、 配
证履职、 定期谈话等措施， 严明纪
律与规定， 强调春节期间医院党委
聘请了县纪委、 县人大、 县政协 12
名社会监督员进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