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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 ， 55 岁的张阿
姨遇见一件怪事 ： 两条小腿
上无缘无故地起了红色疹子，
不痛也不痒 ， 本以为只是单
纯天气太热惹的祸 ， 张阿姨
没太在意。 没想到过了几天，
这红疹子不见消退 ， 反而蔓
延到双手背上。 张阿姨觉得很
奇怪： 我这究竟是怎么了？

张阿姨是一位继发性癫
痫的患者 ， 她向接诊的长沙
市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
医师段现来说起了自己四肢
起红疹的事 ， 引起了段现来
的注意 。 段现来查看张阿姨
用药发现 ， 一个月前 ， 张阿
姨曾因癫痫控制不佳而加用
了抗癫痫药物拉莫三嗪 。 排
除其他可能导致过敏的缘由
后 ， 段现来推断张阿姨应该
是因为吃抗癫痫药物拉莫三
嗪过敏了。

“拉莫三嗪过敏可能发生
在用药 1 周甚至 3 ～6 个月 ，
初次使用该药物的患者往往
容易忽视 。 像拉莫三嗪这样

的芳香族类抗癫痫药物导致的
过敏问题如能进行相关基因的
检测， 将对患者合理用药起到
很大的指导作用。” 段现来向
张阿姨解释道。

段现来建议张阿姨先停用
拉莫三嗪， 并请药学部临床研
究病房对张阿姨抗癫痫药物相
关基因进行检测。 基因检测结
果显示， 张阿姨 HLA-B*1502
结果是阳性的。

“人类白细胞相关抗原
（HLA） 的某些基因型 ， 可能
与芳香族抗癫痫药物过敏有
关； 携带这些基因标记的患者
服用该类药物时， 发生抗癫痫
药物超敏反应综合征的风险将
会大大增加。” 该院药学部临
床研究病房主任李昕解释 ：
“HLA-B*1502 位点阳性的患
者可以对卡马西平、 奥卡西平
及拉莫三嗪等药物高度敏感，
因此 HLA-B*1502 基因检测阳
性患者是不建议使用卡马西
平、 奥卡西平、 拉莫三嗪、 苯
妥英钠等芳香族抗癫痫药物

的。”
根据基因检测结果调整抗

癫痫治疗方案后， 张阿姨的皮
疹也逐渐好转了 。 段现来表
示， 对于像张阿姨这样需要使
用芳香族抗癫痫药物的患者，
提前进行基因检测筛查， 将减
少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

“目前药学部临床研究病
房已经开展了 8 类药物相关的
基因检测， 只需 1~2 毫升血液
标本， 几小时后即可得出与患
者所用药物密切相关的基因表
达情况 ， 为患者提供精准治
疗。” 李昕介绍， 以基因检测
为基础的精准医疗已经成为各
个疾病领域的研究热点， 在癫
痫领域也不例外。

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发
展， 越来越多临床医生可根据
患者的基因型资料， “量体裁
衣 ” 式地对患者进行合理用
药， 以提高药物的疗效， 降低
药物的毒副反应， 同时减轻患
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

本报通讯员 王阳洋 唐梦辉

�������6 月 20 日， 长沙市
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携手
长江医院共同发起“爱心
助孕” 公益义诊活动， 不
孕、 难孕贫困家庭可通过
“爱心助孕” 申请， 享受
生育能力评估、 精液检
查等项目的免费援助。
即由该院提供 1200~2400
元的试管助孕公益援助。
图为长沙市妇幼生殖专
家为患者进行不孕不育
知识讲座。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朱小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朱菲） 不久前， 3 岁 9 个
多月的小周周来到娄底市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复查， 各项指标趋于正常， 曾经的打呼
噜、 听力差、 不长个等症状都消失了， 半年时
间身高从 80 多厘米一下窜到了 102 厘米。 周
周的父母激动得对主治医师颜梅生连声道谢。

周周自 1 岁半开始， 每个月都会因咳嗽、
发烧而光顾各个医院， 家人以为他是体质偏弱
易感冒， 长大一些自然会好。 可是， 随后的情
况却越来越糟。 周周吃不好， 睡不香， 个子总
不见长， 3 岁身高才 80 多厘米， 仅达到 2 岁
标准。 更严重的是， 周周听力明显下降， 变得
不愿与人交流， 并反复出现扁桃体发炎， 口服
中药数月也不见效。 去年 9 月， 周周直呼耳朵
疼， 家人带他到附近医院就诊， 被告知周周患
有双耳分泌性中耳炎。 为求更好的救治， 妈妈
带着周周到娄底市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就诊。

接诊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治医师颜梅生
为周周进行问诊时得知， 周周一直都有睡觉打
呼噜、 张口呼吸的情况， 一个晚上醒来十几
次。 结合检查和临床症状， 颜梅生诊断， 周周
不仅患有分泌性中耳炎还患有鼻窦炎、 扁桃体
炎， 而造成这一切疾病的 “元凶” 是———腺样
体肥大。

原来， 腺样体又叫咽扁桃体或增殖体， 是
位于鼻腔、 咽鼓管、 咽腔共同引流区域的一团
淋巴组织。 腺样体肥大长期阻塞后鼻孔， 孩子
不能靠鼻呼吸， 从而出现睡眠打鼾、 呼吸困难、
憋气甚至呼吸暂停， 只能选择张口呼吸， 严重
影响睡眠和生长发育。 而腺样体肥大时， 容易
造成咽鼓管阻塞， 引起分泌性中耳炎； 下流的
分泌物对咽部、 喉部和下呼吸道有影响， 还可
引起鼻窦炎、 咽喉炎、 支气管炎等， 同时， 这
些炎症又将加重腺样体肥大， 形成恶性循环。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信成 仇杰） 83 岁的王
奶奶既往有胸腰椎多次发生骨折史， 近日再次
因腰背部疼痛剧烈， 不能翻身、 坐立、 行走，
双下肢活动明显受限 1 个月， 来到湖南省中医
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创伤关节科住院治疗。 影像
检查结果显示， “胸 3、 4、 5、 7、 12 椎体不
同程度压缩性骨折”， 其中胸 12 为新发骨折，
椎体内可见巨大空洞形成， 经该院骨伤科专家
苏新平教授会诊， 诊断为 kummell 病， 决定为
王奶奶施行骨填充网袋椎体成形术。 手术 30
多分钟即完成， 术后王奶奶疼痛明显减轻， 3
至 4 天就能自行下地活动。

苏新平介绍， Kummell 病又称陈旧性椎体
骨折骨不连。 是一种主要由发生于胸腰段的骨
坏死造成的迟发性 、 创伤后椎体塌陷病 。
Kummell 病采用传统的卧床休息、 支具固定等
保守治疗效果不佳， 加上老年患者长期卧床容
易导致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所以通常采用微创
手术治疗， 即骨水泥灌注、 椎体成形术， 如后
凸畸形明显， 压迫后方脊髓或神经结构， 则可
考虑内固定治疗。

苏新平介绍， 该院采用骨填充网袋椎体成
形术， 是在 C 臂机透视下建立骨通道后， 将骨
填充网袋置入椎体， 向网袋内直接注入骨水泥
填充。 其优点是网袋的高分子网层结构能有效
防止骨水泥向椎体外渗漏， 提高了手术安全
性， 能快速解除患者疼痛， 再辨证施治配合中
医中药治疗， 患者恢复较快。

������本报讯 （通讯员 唐春莲
杨玲） 张家界市桑植县的尚先
生今年 46 岁， 近期出现右上
腹疼痛腹胀症状， 来到长沙市
第一医院就诊， 被诊断为右肝
巨块型肝癌伴腔静脉癌栓， 入
住该院肝胆外科。

肝胆外科主任熊立新带领
团队详细分析、 讨论病情， CT
检查显示尚先生右肝肿瘤大小
约 15 厘米 ， 而且癌栓很长 ，
已进入下腔静脉膈肌以上， 手
术取栓难度大， 且取栓过程中
癌栓随时可能脱落， 进入心脏
造成心跳骤停。

该院立即组织多学科会诊，
决定由肝胆外科、 心胸外科、
血管外科联合开展手术， 手术
室、 麻醉科做好术中配合， 术
后由重症医学科进行监护治疗。

6 月 19 日， 熊立新联合血
管外科主任李可、 心胸外科副
主任黎明为尚先生实施了右肝
后叶扩大切除+全肝血流阻断
下腔静脉取栓手术。 手术紧张
有序地进行， 在阻断下腔静脉
时尚先生一度出现血压下降、
循环不稳定、 心动过速， 麻醉
科团队立即进行快速输液输
血、 纠正心律失常等处理。 历

经 5 小时， 右肝巨大肿瘤终于
被成功切除， 完整取出下腔静
脉癌栓。 目前， 尚先生身体逐
步恢复， 已开始下床、 进食。

熊立新介绍， 尚先生肝癌
肿块巨大， 手术中医生尽量为
他保留正常肝脏， 进行了解剖
性切肝； 患者下腔静脉癌栓达
2 厘米， 为避免取栓过程中癌
栓脱落引起呼吸心跳骤停， 在
取栓时， 医生对全肝血流进行
了阻断 ； 术中阻断下腔静脉
后， 对血压影响很大， 在麻醉
医生严控血压下， 手术最终顺
利完成。

“爱心助孕” 公益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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