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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莉 姚
伟捷） 近日， 长沙市 53 岁的
陈女士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确诊为全球仅几百例的罕见病
“蓝色橡皮疱样痣综合征”， 该
院微创外科为其在全麻下进行
了乙状结肠、 直肠全切术后，
陈女士终于告别常年消化道出
血的噩梦， 迎来了 “重生”。

陈女士自出生以来皮肤上
就长了多个大小不等的浅蓝色
包块， 随着年龄增长， 这些包
块逐渐增大。 而除了这些包块
外， 陈女士从小起就反复、 间
断地出现排黑便或血便的现
象， 甚至好几次因出现肠道大

出血而危及生命。
据了解， 陈女士患上的是

一种以全身软组织血管畸形为
主要症状的罕见病———蓝色橡
皮疱样痣综合征， 该病发病率
仅为 1:14000， 病因不十分明
确， 有研究显示与染色体基因
突变相关 。 该病主要累及皮
肤 、 胃肠道及全身软组织血
管， 以皮肤和消化道呈不规则
蓝斑或点状黑痣的静脉畸形、
伴消化道出血为特征。

今年 5 月， 陈女士消化道
出血再次复发， 乙状结肠、 直
肠、 肛管蓝痣性弥漫性海绵状血
管瘤破裂出血不止， 从岳麓区梅

溪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入
医联体单位———湖南省第二人
民医院消化内科。 该院消化内科
主任周艳教授和副主任医师陈仕
邀请该院微创外科主任何恒正教
授共同会诊后， 决定立即为其进
行手术。 由何恒正教授带领手术
团队在全麻下为陈女士实施手
术。 术中， 医生发现陈女士乙状
结肠及直肠明显扩张、 水肿、 壁
厚， 肠壁上可见大量蓝痣性弥漫
性海绵状血管瘤， 持续出血， 肛
门可见大量鲜血便， 根据这些具
体情况， 决定行肠粘连松解、 乙
状结肠及直肠全切术， 最后历经
5小时， 手术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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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宁乡市人民医院肾
内科相继开展动静脉内瘘术、
动静脉内瘘取栓重建形成术。
这两项技术均为宁乡市首例，
手术的成功开展为宁乡区域内
需要血液透析的患者及透析多
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内瘘流量
不佳、 甚至完全闭塞的尿毒症
患者 ， 开通 、 重建新的生命
线， 为宁乡市众多尿毒症患者
带来了新的希望。

70 岁的成奶奶确诊肾功能
不全 8 年余， 6 月 16 日， 她突
发气促加重遂来宁乡市人民医
院就诊。 该院肾内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谌南岚接诊成奶奶
后， 为其进行详细体格及血管
检查， 明确诊断成奶奶患有尿
毒症。 办理入院后， 成奶奶便
置入颈内静脉临时管开始透
析， 但因维持血液透析必须建
立长期的血管通路， 经彩超发
现成奶奶前臂头静脉管腔狭
小， 无法实施常规内瘘手术，
谌南岚结合成奶奶身体情况及
经济状况， 制定个性化治疗方
案， 选择为成奶奶行自体贵尺
动静脉内瘘形成术。

谌南岚介绍， 动静脉内瘘
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最常用

的血管通路。 自体贵要静脉尺
动脉内瘘形成术是一种血管吻
合的手术， 将贵要静脉远端离
段结扎， 端侧吻合在尺动脉远
心端， 从而形成人工动静脉内
瘘， 适用于头静脉条件差、 贵
要静脉质量尚可的尿毒症患
者。 该技术具有安全、 血流量
充分、 感染机会少等优点， 可
以避免深静脉置管带来的感
染、 中心静脉狭窄等并发症。
手术由谌南岚主刀， 手术过程
耗时短、 出血少， 缝合精细、
迅速到位， 术后成奶奶血管震
颤强烈， 手术效果良好。

今年 65 岁的尿毒症患者
彭大爷， 维持性透析 15 个月。
因过量服用降压药致内瘘闭
塞， 于 6 月 23 日前来该院肾
病内科就诊。

谌南岚接诊彭大爷后， 经
彩超发现， 彭大爷内瘘吻合口
有长约 5 厘米左右的血栓， 前
臂头静脉离吻合口 13 厘米有
一处长期穿刺所致的狭窄， 直
径约 2 毫米 。 结合彭大爷病
情， 谌南岚为其制定了两套个
性化方案： 一是切开取栓和内
瘘重建 ， 二是 Fogarty 取栓球
囊开通闭塞内瘘。 从彭大爷经

济角度考虑， 最终选择第一套
方案为彭大爷行动静脉内瘘取
栓重建形成术。

手术由谌南岚主刀， 术前
尿激酶溶栓， 术中分离头静脉
和桡动脉， 离断头静脉后取出
长约 5 厘米血栓， 再重建动静
脉内瘘。 术后， 测肱动脉流量
一分钟 600 毫升， 达到了透析
要求， 彭大爷立即顺利进行了
透析治疗。 该技术的成功开展
为宁乡区域内透析多年、 由于
各种原因导致内瘘流量不佳甚
至完全闭塞的尿毒症患者搭建
了新的生命线。

有效血管通路的建立、 维
护是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先决
条件， 但由于反复穿刺和血压
波动等原因， 容易出现狭窄、
扩张和血栓等并发症， 血流量
低就会导致透析不充分， 严重
影响透析效果和患者生活质量。

目前， 宁乡市人民医院肾
内科相继开展两项新技术， 可
以根据广大透析患者自身情
况， 制定相应的个性化治疗措
施， 为患者提供多种通路问题
解决方案， 为家乡肾病患者带
来新的希望和福音。

通讯员 黄莉 曾维

本报讯 （通讯员 彭璐 徐洁 王玉花） 郴州
市 67 岁的章大伯 40 多年前因右足背被锄头误
伤后感染破溃， 留下了大块疤痕， 以后几乎每
年都会溃烂。 最近两个月， 章大伯因为脚背再
次溃烂只能光着脚走路， 其右足背火山口状的
溃疡面周边呈菜花样改变， 表面有许多血性分
泌物， 并充斥恶臭味。 儿女带章大伯到当地医
院就诊， 被确诊为皮肤癌， 医生建议截肢。

由于无法接受截肢， 章大伯抱着最后一丝
希望来到了湖南省肿瘤医院骨软组织科。 该科
主任李先安查看章大伯病情后发现， 其足背创
面巨大， 创面周边皮肤条件不好， 胫前皮肤血
运较差， 肿瘤切除后创面如何修复成为大难
题。 经过科内多次讨论， 专家们决定采用大网
膜移植+植皮的方式修复创面， 进而保住章大
伯的脚。 据悉， 大网膜具有丰富的血管和淋巴
循环间质组织， 具有抗感染、 抗肿瘤的免疫功
能和强大的吸收功能。

������本报讯 （通讯员 杨玲） 一个多月前， 31
岁的小章发现自己腹股沟处长了一个突出肿
块， 不痛不痒， 没有引起重视。 可是最近， 他
感觉有轻微的坠胀感， 尤其是前两天感冒咳
嗽， 疼痛感明显增强， 于是来到长沙市第一医
院普外科三病区 （微创中心） 就诊， 医生考虑
其为腹股沟疝收治入院， 该院微创中心团队为
小章施行全麻腹腔镜下行腹膜前修补术， 术后
第三天小章康复出院。

据了解， 腹股沟疝如不及时处理， 疝块可
逐渐增大， 将加重腹壁的损坏而严重影响生
活， 还可能发生嵌顿或绞窄而威胁患者生命。
临床上腹股沟疝的常用手术治疗方法是采取全
麻手术下行腹膜外腹腔镜疝修补术或经腹腔腹
膜前修补术， 即在腹壁上打三个孔， 将凸出的
组织拉回腹腔内， 再用疝修补材料覆盖修补缺
口。 相比传统开放手术， 腹腔镜手术治疗精
准， 切口小而美观， 术后疼痛程度轻， 身体恢
复快。

������本报讯 （通讯员 邓秋秋 唐梦辉） 近日，
出生仅 4 天的天天 （化名） 因为家人给其晒了
两个小时太阳 “退黄疸”， 结果造成皮肤灼伤，
来到长沙市第三医院儿科就诊。

该院儿科副主任欧元香详细对天天进行体
查发现， 天天全身大量鲜红色皮疹， 并伴皮肤
发红、 干燥， 欧元香诊断天天患上了新生儿高
胆红素血症、 皮肤灼伤。 经过入院蓝光照射治
疗、 皮肤保湿等处理， 天天目前已病情好转出
院。

欧元香介绍， 70%~80%新生儿黄疸为生
理性黄疸， 一般 5 天左右达高峰， 一周后逐渐
减退。 只有 20%左右为病理性黄疸， 需医学干
预治疗， 如蓝光照射治疗 （为最常采用的方
法）， 严重者可能需换血治疗等。 病理性黄疸
若未及时处理， 发展为重度高胆红素血症可能
引起胆红素脑病， 遗留永久性神经系统后遗
症。

欧元香指出， 一般情况下， 临床医生并不
建议给新生儿宝宝 “晒太阳退黄”。 因为光疗
退黄效果与接受照射的表面积、 光照的强度和
持续时间有直接关系， 自己在家 “晒太阳退
黄” 不仅很难达到病理性黄疸退黄在照射面积
和时间上的要求， 还有可能因为操作不当， 造
成宝宝灼伤、 受凉甚至脱水的情况。

�������7 月 5 日， 长沙医学院迎来了第三
批返校学生。 学校设置了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点， 返校学生必须先进行
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采样完成后医护
人员会给学生一个核酸检测完成条形
码， 然后学生按照规定流程进行行李
消毒、 体温测量、 查验健康码、 扫码
核验身份， 到学院接待点提交“一码
两卡一表” 办理报到手续。

通讯员 代立文 摄影报道

为肾病患者重建“生命线”
宁乡市人民医院成功开展动静脉内瘘术、 取栓重建术

女子常年消化道出血

检测核酸迎返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