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化 52 岁的田先生， 平
时因工作繁忙， 疏于体检， 直
到无意中发现了肉眼血尿才到
医院就诊。 当地医院 CT 结果
显示， 田先生患有左肾肿瘤，
并考虑左肾癌可能性大。 肿瘤
位于肾门部， 距离肾静脉非常
近， 且肿瘤已长入了肾静脉，
在肾静脉中形成了瘤栓， 而肾
静脉瘤栓一旦形成， 说明肾脏
肿瘤分期已经局部偏晚。 当地
医院建议田先生前往上级医院
就诊。

田先生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来到湖南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
入院后， 经术前讨论及充分沟
通， 该院专家认为， 虽然田先
生左肾肿瘤已经长入肾静脉并
形成肾静脉瘤栓， 手术难度及
手术风险的确较大， 局部分期
相对偏晚， 但其依然属于局限
性肾癌范围， 有根治性切除的
手术机会， 经专家会诊并再次
与田先生及家属充分沟通后，
建议实施全球最先进的达芬奇
机器人为田先生切除左肾肿瘤
及肾静脉瘤栓。

随后， 在该院泌尿外科主
任韩惟青教授的指导下， 由泌
尿外科谢宇教授主刀， 主治医
师裴夏明担任助手， 为田先生
完成了这一高难度手术。 术中
通过达芬奇机器人轻巧、 灵活
的机械臂， 使得术中操作更加
轻柔， 分离、 切除更加精准，
最大程度上减少术中挤压肾静
脉和瘤栓， 避免瘤栓的脱落，
术中出血量仅仅约 50 毫升。 田
先生术后 3天即顺利出院。

通讯员 彭璐

������本报讯 （通讯员 陈颖）
长沙市雨花区 82 岁的成奶
奶 （化名） 近几年开始 “素
食 ” 养生 ， 菜品以蔬菜为
主 ， 最近半年更是完全吃
素。 近日， 成奶奶在家中突
然晕倒， 被家人紧急送往南
华大学附属长沙市中心医院
急诊科救治。 经过检查， 医
生发现导致成奶奶晕倒的原
因是长期素食导致的营养不
良和重度贫血。

入院后， 急诊科主治医
师徐术根为成奶奶检查发
现， 老人血色素不到 4 克，
几乎只有正常人的 1/4， 可
这种贫血并非常见的小细胞
低色素贫血 （即缺铁性贫
血）， 而是不太常见的大细

胞性贫血， 多由于缺乏维生
素 B12 及叶酸等营养物质所
导致。

徐术根仔细询问家属后
得知， 成奶奶这几年开始养
成不吃荤腥只吃素食的习
惯， 菜品以蔬菜为主， 头几
年还偶尔搭配一些肉类食
物， 最近半年则完全吃素，
除了蔬菜， 鱼虾肉奶这些菜
品甚至连豆制品、 鸡蛋都被
成奶奶排斥在食谱之外， 她
的体重也由原来的 45 千克
降到了 35 千克。

随后医护人员为成奶奶
进行输血治疗， 第二天查房
时老人家的精神状态已经有
了明显好转， 在家人搀扶下
能慢慢下床走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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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管华林
罗琼） 近年来， 衡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骨科在科主任廖红波和
副主任廖辉文的带领下， 瞄准
国内外骨科前沿发展动态， 积
极开展骨关节、 创伤等微创新
技术， 不断拓展骨科治疗新领
域及亚专业治疗， 填补了院内
骨科多项技术空白。

9 岁的小星， 因肱骨近端
骨折被送至该院骨科就诊， 通
过不到 1 厘米的创口， 该院骨
科专家团队用两根弹性髓内钉
固定骨折处， 术中几乎无出血，
术后未出现风险， 而且节省了
不少费用。 二次手术也是小切
口取出， 几乎不留疤痕。

40 岁的陈某， 拇指外翻
为他带来了多年的慢性疼痛。
他曾求医问诊多家医院， 都被
手术所带来的大创伤及高额费
用所 “劝退”。 不久前由于疼

痛难忍， 陈某来到衡阳市第一
人民医院骨科， 接受了微创拇
外翻截骨手术。 术后解决了拇
指外翻及局部疼痛的问题， 陈
某十分满意。

廖辉文表示， 对于手脚等
长管状骨折处理， 传统的开放
手术治疗不仅创伤大 、 出血
多， 而且留下大疤痕后遗症，
现在采用弹性髓内钉固定的手
术方式便可用小创口解决以上
问题， 深受广大患者好评。

72 岁的陈爷爷膝关节炎
的老毛病反复发作， 每次发病
时， 疼得他几乎无法行走， 坐
下去起身困难， 采取理疗、 器
具、 锻炼、 药物等保守治疗收
效甚微 。 后来在该院骨科就
医， 廖辉文为其应用 PRP 富
血小板血浆联合冲击波方法治
疗。 做了四个疗程后， 陈爷爷
疼痛基本消失。

廖辉文介绍， PRP 技术就
是通过离心把血液中的高浓度
的血小板收集起来。 血小板富
含大量生长因子， 在人体自我
愈合和修复过程中， 对患处组
织细胞和基质的再生起到促进
作用， 它是人体的 “再生药”。
骨关节炎是一种退行性病变，
由于骨、 韧带、 肌肉等组织具
有不可再生性和低代谢率， 其
受损后恢复缓慢 。 而 PRP 技
术通过离心把血液中的富含血
小板的血浆收集起来， 然后把
富含大量生长因子的血小板注
射回患者损伤的部位， 从而加
速组织的修复， 以此来达到治
疗的目的。

PRP 治疗在该院骨科临床
上已被广泛使用， 为许多骨关
节炎、 急性慢性肌腱炎、 慢性
肩痛、 肌腱及韧带扭伤拉伤、
足底筋膜炎等患者解除了疼痛。

�������娄底市中心医院近日组织中医科、 呼吸内科、 脊柱外
科、 内分泌科、 心血管内科、 消化内科等科室专家前往该市
双峰县锁石村， 开展“移动三甲诊室 健康科普进农村” 义诊
活动， 为当地居民提供义诊咨询、 超声检查、 心电图检查、
免费血压测量等医疗服务， 并发放价值 5000余元的药品。

通讯员 刘紫寒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杨玲） 近日， 娄底市七十
多岁的熊奶奶夜间出门时， 被一只流浪狗扑咬，
导致其额头、 鼻梁、 下嘴唇多处受伤， 右眼下方
出现一条约 5 厘米×2 厘米×2 厘米的伤口， 连夜
被家人送往长沙市第一医院南院 （长沙市传染
病医院） 动物咬伤门诊进行救治。

到达医院时， 熊奶奶满脸血渍， 疼痛感剧
烈， 眼睛也睁不开。 该院感染科门急诊部主任刘
凤娥接诊熊奶奶后， 紧急召集动物咬伤门诊医护
团队， 迅速制定针对性处置方案。

刘凤娥与主治医师李涛首先对熊奶奶身上所
有的伤口进行彻底清创、 消毒， 对伤口周围进行
免疫球蛋白局部浸润， 并接种了狂犬病疫苗及破
伤风人免疫球蛋白。

专家提醒， 夏季是一个被猫狗咬伤的高发季
节， 各种动物容易躁动， 甚至出现袭击人的行
为。 一旦被猫狗抓伤或咬伤后， 应及时处理伤
口， 用流动水和肥皂水交替冲洗 15~20 分钟， 再
用稀碘伏或其他灭活病毒的消毒剂进行消毒， 并
到医院注射狂犬疫苗。

������本报讯 （通讯员 柳娜） 暑假来临， 湖南省
儿童医院的肝病与内分泌科因为健康问题前来
就诊的小胖墩开始 “扎堆”， 7 岁的亮亮就是其
中之一。 130 厘米身高的亮亮， 却已经有 40 千
克的体重和 82 厘米的腰围。 前些天， 爸爸带亮
亮去游泳发现， 亮亮的 “小鸡鸡” 竟只有小指尖
大， 爸妈带亮亮到湖南省儿童医院检查才知道，
亮亮不仅生长发育不良， 睾丸较同龄人小， 还有
非酒精性脂肪肝炎合并高血糖、 高血脂、 胰岛素
抵抗， 而这都是他太胖所致。

原来， 因为父母工作忙， 亮亮平时基本上由爷
爷奶奶带着， 老人生怕孩子饿着， 只要他喜欢， 从
不控制食欲， 每天除了吃，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玩
手机、 看电视， 活动量也极少。 该院肝病与内分泌
科主任医师欧阳文献提醒家长： 小儿肥胖应及早干
预， 建议小胖墩趁着暑假， 抓紧时间到内分泌和肝
病科进行系统检查， 以便有针对性的开展治疗， 规
范饮食、 合理运动， 达到减肥和健康的目的。

������本报讯 （通讯员 魏东东） 因为 10 年前发现
子宫腺肌瘤拒绝了手术治疗， 加上常年不规范用
药， 衡阳常宁市 46 岁的唐女士子宫内仅米粒大
的肌瘤竟在 10 年间长到了足球般大小， 将唐女
士整个子宫都占满。 常宁市人民医院产科专家
近日为唐女士进行了子宫全切术， 才将这个巨大
肌瘤成功切除。

10 年前， 唐女士就被发热、 头晕、 经期隐
痛、 月经量增多等多种不适困扰， 在医院检查确
诊为子宫腺肌瘤， 医生建议她采取手术方式摘
除。 由于害怕手术， 她拒绝了手术治疗， 想采用
保守治疗控制病情。 可是随后的日子里， 唐女士
逐渐忽视了子宫腺肌瘤的定期检查， 平时吃药也
是断断续续， 近期因腹部剧痛难忍， 打止疼针都
没有效果才到医院复查。

该院产科医师刘英姿为唐女士做了相关检查
后发现， 她的子宫增大犹如怀孕 5个月， 还伴有严
重贫血等一系列症状。 由于子宫肌瘤过于巨大， 产
科专家会诊后最终决定为唐女士进行子宫全切术。

专家提醒， 子宫腺肌瘤治疗的关键在于早期
发现、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子宫腺肌瘤在前期
多无明显症状 (或无症状)， 所以， 女性应该养
成定期做妇科检查的习惯， 一年至少要做一次
专业的妇科检查。

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骨科微创新技术惠及百姓

移动三甲诊室走进小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