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心脏
������本报讯 （通讯员 夏相宜 曹坤） 近日， 湖南
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心血管科成功为一名
90 岁高龄老人凌爹爹实施心脏支架手术， 术后
老人恢复良好， 已康复出院。 7 月 12 日， 患者
家人为医护人员赠送锦旗。

凌爹爹因突发持续性胸痛 3 小时， 入院后诊
断为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合并陈旧性下壁心肌梗
死。 凌爹爹急诊入院后， 该院立即启动胸痛救治绿
色通道， 行冠状动脉造影显示： 左冠脉前降支近段
完全闭塞， 其他血管也严重狭窄。 如果不立即开通
闭塞血管， 凌爹爹的生命随时有危险。

该院心血管大科主任肖长江教授带领心内科
及介入科专家团队， 决定急诊行经皮冠状动脉球囊
扩张及支架植入术 (PCI)。 经过 3 个小时的手术，
成功为凌爹爹的左冠状动脉安装了 3 个心脏支架，
堵塞的血管恢复畅通。

肖长江介绍， 凌爹爹所做的心脏支架是在不
开刀的情况下， 通过桡动脉或者股动脉穿刺， 用一
根指引导管将支架送到心脏冠脉狭窄或者闭塞处，
把狭窄或者闭塞的冠状动脉撑起来， 恢复原有的血
液供应， 从而拯救心脏， 拯救生命。

巧捉
������本报讯 （通讯员 潘凯华 杨玲） 家住长沙市
开福区 69 岁的彭奶奶膝关节疼痛 10 年， 起初只
是膝盖前方轻微疼痛， 偶尔肿胀。 后来疼痛越来
越严重， 甚至出现膝关节 “锁住”， 不能屈伸活
动的现象， 吃药和敷药都得不到有效缓解。 被疼
痛困扰的彭奶奶来到了长沙市第一医院就诊， 医
生检查时， 在她的右膝关节上方触摸到多个可以
移动的硬结， 经 X 片及核磁共振成像检查发现，
彭奶奶膝关节内长了 7 枚 “关节鼠”。

据了解， “关节鼠” 医学名称为膝关节内游
离体， 大多数游离体是关节滑膜软骨瘤病或关节软
骨受损后， 掉落的软骨碎片钙化形成的。 这些游离
体会像老鼠一样四处逃窜， 因此被称为 “关节鼠”。

经医生初步判断， 彭奶奶的 “关节鼠” 是
“滑膜软骨瘤病” 造成， 需尽快手术取出， 并对
病变的关节滑膜进行切除。

该院骨科一病区主任阳春华等采用成熟的
“微创关节镜” 技术为彭奶奶治疗， 最大限度降
低了其治疗风险， 避免术后复发。

术后， 彭奶奶膝关节原有的疼痛和交锁症状
消失， 麻醉效应消退后， 能下地行走， 术后第 4
天步行出院。

脑内
������本报讯 （通讯员 胡昔奇） 不久前， 57 岁的
曾女士早餐后突然出现头痛、 呕吐情况， 家人遂
将其送至益阳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该院急诊提示
为蛛网膜下腔出血。 由于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严重的可出现神志障碍和呼吸心跳暂停， 该院神
经外科专家立即通过绿色通道急诊为曾女士行脑
血管造影， 确诊为颅内双侧后交通动脉瘤， 专家
们分两次手术， 在显微镜下成功将左右两侧后交
通动脉瘤夹闭， 术后曾女士恢复顺利。

据悉， 蛛网膜下腔出血常见的原因有颅内动
脉瘤、 血管畸形、 颅底异常血管网病变等， 其中
颅内动脉瘤最多见， 破裂的颅内动脉瘤， 随时可
能再次破裂出血， 致死致残率极高。

由于曾女士病情较复杂， 手术有很大难度。
征求患者家属意见后， 该院神经外科决定先处理
左侧后危及生命的交通动脉瘤， 后期再处理右侧
后交通动脉瘤， 防止破裂出血。 在神经外科主任
医师熊明现场指导下， 主任医师孙学志、 副主任
医师李征等为曾女士实施了手术。

本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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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 ， 一面沉甸甸
的锦旗送到新疆吐鲁番托克逊
县人民医院脑血管科 （神经病
学科 ） 援疆医疗专家龙亮手
上， 上面书写着 “德艺双馨、
待患如亲， 深沐党恩、 重获新
生”。

龙亮是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神经内二科医生。 今年 3 月，
作为郴州市第九批援疆队队
员， 龙亮抵达受援地———新疆
吐鲁番托克逊县人民医院， 担
任托克逊县人民医院心脑血管
科副主任。

托克逊县因地理环境与气
候特殊， 加上当地生活饮食习
惯因素影响， 脑血管病高发，
脑卒中现象十分严峻。 脑卒中
是一种急性的严重的脑血管
病， 是脑血管病主要的发病形
式， 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 高
死亡率 、 高致残率 、 高复发
率、 高费用的特点， 给个人、
家庭及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
和社会负担， 严重威胁着广大
群众的健康安全。

73 岁陈先生 ， 因 “反复
发作性头晕 10 余年， 加重伴
站立行走不稳 1 个月” 入住该
院， 陈先生来托克逊县 50 余

年 ， 长期独居 ， 经济条件有
限， 多年饱受脑血管病反复发
作的折磨。 经造影可见陈先生
的四根入颅大血管已闭塞两根
（双侧颈内动脉）， 整个大脑几
乎全靠残存的两根椎动脉代偿
供应， 但其中一根重度狭窄，
另一根极重度狭窄， 可以预见
两根血管不久也将会出现闭
塞， 而任何一根闭塞都可能危
及陈先生的生命。 最终， 在援
疆专家龙亮主任主刀下， 陈先
生接受了血管手术， 手术非常
成功 ， 陈先生脑缺血症状消
失， 未出现任何并发症， 顺利
康复出院。

援疆期间， 龙亮实事求是
调研当地脑血管病发病及救治
现状， 结合医院实际情况， 撰
写了一万余字的脑血管病现状
调研报告和神经病学科发展建
设规划， 承担了吐鲁番托克逊
县脑血管病诊疗中心筹建工
作。 在此基础上， 他还组建了
托克逊地区神经病科病区， 除
参与日常手术外， 坚持每日查
房带教， 定期组织病例讨论，
开展学术讲座 ， 下乡义诊宣
教 。 他大力推进卒中中心建
设， 24 小时待命以响应卒中

中心急会诊， 配套了神经介入
手术医疗设备， 积极组建并培
养神经介入手术团队， 并完成
吐鲁番地区第一例经桡动脉穿
刺全脑血管造影术， 成功救治
了当地脑血管病患者， 有力推
动了脑血管疾病专科建设发
展。 龙亮的优秀事迹被当地电
视台采访播出后， 得到了当地
很好的社会反响。

医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
关系到群众的生命安全， 必须
一丝不苟， 容不得半点马虎。
龙亮说： “给当地带来急需的
医疗技术和理念， 培养一支专
业的医疗队伍， 投入到无限的
为人民服务工作当中去， 有效
维护群众的生命健康， 让卒中
患者重新站起来， 开始一段新
的幸福人生， 是作为一名脑血
管病医生的毕生追求与价值。”

爱国担当、 拼搏奉献、 不
怕牺牲这是不灭的援疆精神。
龙亮作为一名援疆医务工作
者， 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时刻
严格要求自己， 将以饱满的精
神， 昂扬的斗志， 坚决圆满完
成党和政府交给的光荣任务和
援疆使命。 不负韶华， 未来可
期！

�������连日来， 在娄底市第一人民
医院脊柱外科门诊， 前来体验该
院新技术“棍点疗法” 的患者络
绎不绝。 “棍点疗法” 全名为棍
点理筋正骨法， 主要通过治疗棍
对病患部位进行擀、 挫、 切治
疗， 颈性头晕、 头痛、 腰腿痛、
背痛、 产后骶髂关节综合征、 脊
柱侧弯、 髋膝关节疼痛的患者均
适用。 该疗法止痛快速且能防止
病情继续加重， 目前已有近 100
名患者得到有效治疗。 图为该院
脊柱外科主任龙军华为腰椎盘突
出患者实施棍点疗法。

通讯员 罗治勇 鄢婷 摄影报道

医者仁心 使命担当
———记湘南学院附属医院援疆医生龙亮

������本报讯 （通 讯 员 张许
霞） 郭女士左耳反复流脓近
20 年了， 还伴有耳鸣头脑胀
痛等症状 ， 近期由于病情发
展越来越严重 ， 郭女士在家
人的陪同下来到湘潭医卫职
院附属医院就诊 ， 被确诊为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 ， 如不抓
紧时间对症治疗 ， 后果将很
严重。

入院后 ， 该院二病区眼
耳鼻喉头颈外科医师向郭女
士仔细询问了病史 ， 经过耳
内镜、 听功能及颞骨薄层 CT
等相关检查 ， 建议郭女士手
术治疗 。 通过耳内镜下鼓室
成形术和术后系统治疗 ， 困
扰郭女士多年的病痛治好了，
左耳不流脓 ， 也不再嗡嗡作
响 ， 听力也恢复了 。 目前 ，

郭女士已顺利康复出院。
据悉 ， 慢性化脓性中耳

炎是耳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主要临床表现为耳痛 、 流脓
及听力下降 ， 严重时可引起
面瘫 、 眩晕 、 颅内感染等多
种并发症 。 目前慢性中耳炎
的治疗原则是消除病因 ， 控
制感染 ， 清除病灶 ， 通畅引
流， 尽可能恢复听力。

一根“棍子” 理筋正骨

本报通讯员 李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