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吴玲艳 唐
梦辉） 近日， 长沙市第三医院产
科上演了一场 “生死救援”， 一
名孕妇突发脐带脱垂， 该院产科
医生跪在病床上， 用手托举着胎
儿的胎先露部 ， 在产科 、 麻醉
科 、 儿科争分夺秒 、 无缝配合
下， 孕妇顺利产下 2100 克的婴
儿， 母婴平安。

不久前 ， 已经妊娠 37+2 周
的二胎妈妈李女士在家里看电
视时候感觉到自己羊水破了 ，
家人搀扶着她来到长沙市第三
医院产科 。 值班助产士王平了
解李女士已流水二十多分钟 ，
立即让她抬高臀部卧床 ， 胎心
监护显示胎心波动在 50~60 次

之间 ， 值班医生吴玲艳立即行
阴道检查， 发现李女士宫口开 3
厘米 ， 探及条索状物 ， 触及血
管搏动 。 经验丰富的她当即反
应这是一例罕见且严重的产科
并发症———脐带脱垂 。 脐带受
压胎儿随时可能因头部压迫脐
带阻断血流 ， 进而导致胎儿缺
血缺氧发生窒息死亡 。 她迅速
爬上病床 ， 跪在孕妇上方展开
急救 ， 用右手托起脐带上推胎
头 ， 尽量给脐带和胎头撑开一
线空间， 防止脐带被压迫。

同时， 产科紧急启动脐带脱
垂应急预案， 副主任医师蒋荣、
副主任莫利花接到报告后马上参
加救治。 吸氧、 抬高臀部、 交代

病情， 电话联系手术室、 麻醉科
以及儿科， 多科室联动协作， 紧
急将产妇推进手术室进行剖腹产
手术。 这期间， 吴玲艳一直跪在
孕妇的脚边一手托住胎头， 防止
脐带遭到挤压， 安慰产妇的紧张
情绪。

手术室里， 医护人员紧急洗
手、 穿衣、 消毒、 铺巾 、 麻醉，
一小时后 ， 顺利剖出 2100 克的
女婴， 因为宫内缺氧， 胎儿出生
后有轻度窒息， 早已等候在旁的
儿科医生立即进行复苏抢救， 几
分钟后宝宝的心跳逐渐恢复， 手
术室传来了一声清亮的哭声， 全
场参与抢救人员这才放下紧绷的
神经。

本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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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眼
科接诊一位八旬高龄的白内障患
者， 在给患者进行检查时， 该科
副主任医师江运长惊讶地发现，
该患者左眼萎缩失明， 右眼不但
患有严重的白内障， 眼角膜上还
有一层白色浑浊的瘢痕， 即角膜
翳。

原来， 这位来自郴州市桂阳
县的八旬高龄邓大爷在很小的时
候 ， 因为一场意外导致左眼失
明， 之后所有的生活和劳动都只
能靠右眼视力。 近一年来， 邓大
爷的右眼视力也明显下降， 只能
看到眼前 10 厘米的距离， 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 基本无法自理。
为了保住仅剩的右眼视力， 家人
带他到多家医院求治， 却因为手
术难度大、 风险高而放弃了手术
治疗。 10 月 30 日， 邓大爷抱着
最后一丝希望， 在家人的陪伴下

来到了湘南学院附属医院求治。
江运长介绍， 虽然白内障治

疗在湘南学院附属医院已相当成
熟， 但是像邓大爷这样角膜布满
瘢翳的情况却非常罕见。 白内障
手术操作时， 医生需要通过患者
瞳孔才能观察到后方手术操作区
域， 一般人的瞳孔直径大约 7 毫
米左右， 而邓大爷瞳孔周围覆盖
的白色角膜翳差不多就覆盖了瞳
孔面积的 70% ， 手术视野犹如
雾里看花， 十分不清晰。 对于操
作精细度要求非常高的眼科手术
而言， 手术视野的不清晰无疑意
味着巨大的风险。 再加上邓大爷
本身就是一位独眼老人， 一旦手
术失败， 患者将面临完全失明的
状况 。 因为邓大爷手术的难度
大、 风险高， 没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和雄厚的技术实力， 一般医院
都不敢贸然为其实施手术治疗。

该院眼科主任秦牧充分了解
邓大爷病情之后 ， 组织科内专
家仔细研讨治疗方案 ， 为邓大
爷制定了一套周密谨慎的治疗
计划。 10 月 31 日， 秦牧和江运
长凭借着高超的手术技巧和丰
富的治疗经验 ， 联手为邓大爷
实施了白内障超声乳化+晶体植
入手术 。 手术后 24 小时 还 没
到 ， 邓大爷就感觉视力明显恢
复 ， 他兴奋地对女儿说 ： “好
清晰 ， 好高兴 ， 以后我吃饭 、
走路都没问题了！”

据了解，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眼科在白内障治疗领域具有丰富
经验， 对于合并有各种并发症的
高难度白内障治疗技术成熟， 术
中舒适度也大大提升， 手术又快
又好， 已经让越来越多的老人重
获光明。

本报通讯员 李丽君

�������近日， 长沙市天心区
先锋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数字化预防接种门
诊正式启用。 新的预防
接种门诊内设咨询登记、
候诊、 接种、 观察、 哺
乳、 应急处置和冷链等
功能分区， 环境按照儿
童心理特点进行卡通化
布置， 并设置儿童娱乐
场所等。 该中心主任李
荣介绍， 数字化计免门
诊让接种工作更规范和
高效， 提升了预防接种
服务质量及接种安全。
通讯员 李俊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杨芳） 11 月 23
日， 家住长沙市望城区的王先生在用电
锯锯树时发生意外， 被电锯锯伤腹部，
瞬间鲜血直流、 肠子裸露在外， 家人和
朋友立即拨打 120， 随后王先生被紧急
送至长沙市第四医院急诊急救中心抢
救， 医院启动应急救治预案， 经急诊急
救中心、 普外科、 麻醉手术科等多学科
医护人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手术救治，
成功将王先生从死神手中抢救了回来。

据悉， 王先生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抢
救时， 已重度昏迷， 衣服上全是血迹，
血压测不到， 且上腹部有一约 30 厘米
长的横行裂口， 皮肤及肌肉多处缺损及
破裂， 肠管裸露在外面， 还有木屑等异
物， 现场惨不忍睹。

鉴于王先生病情十分危急， 失血量
达 2000 余毫升， 随时有生命危险， 急诊
急救中心医务人员一边立即组织抢救，
进行双管输液、 止血、 清创、 抗休克、
备血、 腹带包扎伤口等治疗， 一边紧急
联系普外科专家会诊。 该院普外科副主
任医师陈澍接到通知后， 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 ， 诊断王先生为 “创伤性休克 ”
“腹部开放性损伤”， 并将王先生情况汇
报给副院长兼普外科主任胡国潢教授，
鉴于王先生情况危急， 胡国潢教授指示
马上开通绿色通道， 行急诊手术。 随后，
医护人员迅速为王先生完善术前准备，
由急诊科直接送入手术室进行手术。

该院普外科、 麻醉手术科团队经过
约 150 分钟的紧张奋战， 成功为王先生
实施了 “剖腹探查+横结肠修补+横结肠
造瘘+肠系膜修补+腹壁缺损修复术”。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蒋浩） 湖南
岳阳 69 岁的李爷爷 20 年前患上脑梗，
右侧肢体偏瘫， 主要靠左侧肢体承重。
9 年前， 他发现自己左大腿肿胀， 无明
显肿块和压痛， 行走时稍感不适， 以为
是左侧肢体负重太多导致， 没放在心
上。 可随着时间推移， 左大腿肿胀越来
越明显， 2 年时间就长出个西瓜大小的
肿块， 近日他来到湖南省人民医院创伤
骨病科就诊。 该科副主任医师盛斌详细
询问病史并进行相关检查后， 初步诊断
李爷爷为骨肿瘤， 将他收入院。

入院完善检查后， 该院创伤骨病科
王愉思教授、 盛斌主任等讨论病情认
为， 患者高龄且基础疾病多， 手术过程
中极易出现脑血管意外等风险； 加之肿
瘤较大， 周围侵犯严重， 肿瘤血管丰
富， 完全切除困难。 术前需了解血管情
况， 术中须谨慎操作， 才能避免误伤神
经和血管。

为确保手术顺利， 在麻醉科、 老年
病科、 神经内科、 内分泌科等多学科的
合作下， 11 月 24 日， 王愉思、 盛斌等
为老人成功实施骨肿瘤切除术。 术中发
现， 巨大肿瘤包绕坐骨神经和股动脉，
经过仔细分离神经、 血管后， 将肿瘤完
整切除。 术后， 老人伤口愈合良好， 但
因病理结果提示为恶性， 还需接受进一
步治疗。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让八旬高龄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数字化接种
呵护儿童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