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在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皮肤科教授黄进华成为长沙市首位重组带状疱疹疫苗接种者。
他表示， 作为一名皮肤科医生， 他深知带状疱疹的危害， 自从
知道重组带状疱疹疫苗在中国获批后， 他便第一时间预约接种。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张亚娜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双） 30 岁的王
先生结婚 3 年 ， 妻子一直没有怀孕 。
王先生经过多次精液常规检查， 均未
发现精子。 最近， 王先生来到湖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性病、 外科
杂病科就诊， 该科副主任医师周兴接
诊后发现， 王先生的精液常规里虽没
有精子， 但别的项目都是正常的， 同
时 B 超显示其右侧睾丸大小正常， 左
侧睾丸很小。 进一步问诊了解到， 王
先生曾在 1 岁时行右侧腹股沟疝修补
手术， 周兴由此分析， 王先生右侧睾
丸有精子可能性非常大， 只是幼儿时
期的疝修补术影响了右侧输精管， 使
右侧精子排出受阻。

通过和王先生沟通及周密的术前
安排， 周兴为王先生进行了显微镜下
输精管———附睾吻合术 ， 在显微镜下
将患者左侧输精管与右侧附睾进行交
叉套扎吻合， 手术应证了周兴的推测，
王先生右侧睾丸有精子。 手术非常成
功， 术后 4 个月复查精液常规， 精子
数量已经完全正常。 据悉， 梗阻性无
精症常见原因有： 生殖系统炎症， 如
附睾炎、 附睾结核等； 先天性双侧输
精管缺如； 生殖管道损伤， 如输精管
结扎术， 或者在疝气修补术时误扎输
精管； 精囊、 前列腺内良性肿瘤， 如
精囊囊肿、 射精管囊肿等。

本报讯 （通讯员 余杨 黄欢） 35 岁
的刘女士 （化名） 患有先天性综合征型
唇腭裂， 此前她曾 5 次怀孕均因胎儿被
确诊为 “双侧严重唇腭裂” 不得不终止
妊娠。 近日， 在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
遗传科专家护航下， 刘女士顺利生下一
名健康宝宝。

从刘女士第 6 次怀孕起， 该院专家
组即对胎儿进行了严密观察。 刘女士孕
12 周时， 专家组对其胎儿进行四维 B
超监测， 未发现唇腭裂面貌及其它异常
情况。 考虑到胎儿来之不易， 专家组提
出了建议 ： 为刘女士进行胎儿游离
DNA 无创单基因检测。 与传统的羊水
穿刺检测不同， 无创单基因检测的产妇
无需进行穿刺手术， 只需抽取外周血
10 毫升就可以进行检测， 极大降低了
羊水穿刺手术带来的流产、 感染及其它
并发症风险。

7 天后， 刘女士得到了令人欣喜的
诊断结果， 她的无创单基因检测结果显
示阴性。 这意味着刘女士腹中胎儿不携
带唇腭裂基因， 可以继续妊娠。 最终，
刘女士顺利生下了健康宝宝。

专家介绍， 引发唇腭裂的因素主要
有两种， 一为遗传因素， 二为环境因
素。 要预防唇腭裂的发生， 孕妇在怀孕
期间应避免偏食， 保证叶酸、 维生素 D
及钙、 铁、 磷的充分摄入， 保持心境平
和， 避免精神紧张， 不服用抗肿瘤药
物、 抗惊厥药、 组胺药、 治疗孕吐的克
敏静和某些安眠药等。 同时注意不吸烟
不酗酒， 有文献报道孕早期孕妇吸烟、
酗酒可令后代发生唇腭裂率增加 10 倍。

������本报讯 （通讯员 卢志斌
陈思雨） 几天前， 在湖南省
胸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 李
敏 （化名） 正在接受最后一
次内镜治疗。 几个月前， 24
岁的李敏突然出现了反复气
促和咯血的症状， 她怎么都
没想到， 这一切竟然是因为
自己爱美而招来的大麻烦。

为追求更好的身材， 李
敏不仅每餐不吃主食只吃素
食， 更是严格控制份量。 几
年下来， 虽然窈窕的身材保
持住了， 但是身体慢慢发生
了变化。 白天工作期间， 李
敏常常容易出现疲惫 、 犯
困、 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入院后， 经支气管镜检
查， 该院内镜诊疗中心医护
团队发现李敏右侧支气管多
处开满了 “白花 ”， 经过化
验后确诊为支气管结核。

“这是支气管结核里面
最严重的一种分型， 叫淋巴
结瘘型。 它是淋巴结感染结
核并形成干酪样坏死后， 坏
死组织逐步引起粘膜破溃形
成瘘管进入到支气管里形成
的 。” 该院内镜中心主任肖
阳宝表示， 很多女性为了追
求完美身材不吃主食吃素
食， 很容易出现蛋白质营养
不良的情况， 体力下降、 抵
抗力降低将导致结核病的发
生。

本报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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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岁的小丽 （化名） 是一名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 “资深” 患儿，
瘦弱的她仅有 145 厘米的身高和
25 千克多的体重。 1 月 2 日， 她
终于从 ICU 转入普通病房， 在接
受传统治疗和贝利尤单抗的联合
治疗后， 她的病情得到明显改善，
原来鼓鼓的肚子已恢复如常， 原
本极易疲乏劳累走不了路， 现在
逐步恢复正常行走。

两年前， 小丽出现反复发烧
2 个多月， 因当地医院无法确诊，
辗转来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儿
童医学中心， 被确诊为系统性红
斑狼疮。 住院治疗病情稳定后，
小丽回到正常学习生活。 可是好
景不长， 2020 年 9 月小丽又出现
严重拉肚子和腹水， 小小年纪肚
子肿胀得薄而发亮， 像五六个月
的孕妇， 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

“儿童狼疮的患病率约为
1.89-25.70/10 万， 目前我国约有

6 万患儿， 有数万名儿童和小丽
一样正遭受着系统性红斑狼疮的
折磨， 他们常年往返于家与医院
之间， 面临着个子长不高、 感染、
器官损害等打击， 有时一个普通
的感冒就可能将其送进 ICU。” 该
院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吴小川教授
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 儿童
狼疮患儿死亡率是成人狼疮患者
的近 6 倍， 他提醒广大民众， 与
成人红斑狼疮相比， 儿童红斑狼
疮早期发病比较隐秘， 可以表现
为发烧、 皮疹、 关节炎等， 也常
被误诊为皮肤病或过敏等， 提高
其全民认知度是治疗该病的关键。

据了解，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
一种复杂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以多脏器受累为主要特点， 常伴
有疲乏无力、 发热和体重下降等
全身表现， 有些患者可有光过敏、
雷诺现象、 网状青斑以及关节痛
等症状。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特

指在 18 岁之前发病的患者， 由于
儿童狼疮常缺乏典型临床表现，
易漏诊或误诊。 据统计， 65.2%的
青春期患儿超过 6 个月才得到确
诊。 儿童狼疮相较于成人病情重，
疾病活动所导致的器官损伤更为
普遍， 狼疮肾炎和感染是造成儿
童狼疮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系统性红斑狼疮并非绝症，
只要发现治疗及时， 患者 15 年生
存率目前已达到 95%左右。” 吴
小川介绍， 糖皮质激素是治疗系
统性红斑狼疮的基础药物， 但长
期大剂量激素使用可能产生多种
不良反应， 尤其对于青少年儿童
来说， 药物导致的向心性肥胖、
高血压、 高血糖、 感染、 矮小 、
骨质疏松等， 将影响患儿生长发
育。 针对儿童狼疮用药， 目前提
倡使用生物制剂贝利尤单抗联合
常规治疗， 减少激素用量降低不
良反应。

������本报讯 （通讯员 朱菲） 今
年 64 岁的朱先生在家附近医院
治疗脑出血偏瘫期间， 出现了腹
痛、 反复便血等症状。 行肠镜检
查显示， 距肛门 20 厘米处有一
个直径达 5 厘米的肿物。 近日，
朱先生在娄底市中心医院接受胃
肠镜 “超微创” 手术， 成功切除
肿瘤并完整保留了肠道。

由于朱先生为脑出血恢复期
瘫痪在床， 同时患有严重的高血
压 ， 双上肢和左下肢有静脉栓
塞 ， 肺部还有感染 ， 身体状况
差， 开腹手术可能无法耐受， 该
院专家决定尝试在肠镜下为朱先
生切除肠道肿瘤 。 经过仔细评

估， 该院 2 病室消化内科副主任
颜德中通过肠镜， 注射生理盐水
至肿块基底的肠壁上， 使肠壁与
肿块尽可能分离， 然后用圈套器
套住肿块根部， 将 “拳头大” 的
肿块分块切除， 并完整保留了肠
道。

颜德中介绍， 胃肠镜下的治
疗， 完全利用人体 “自然腔道”，
即通过内镜抵达消化道肿瘤位
置， 完成肿瘤的切除。 摘除病变
组织， 完整保留了器官的功能，
对患者创伤很小、 恢复极快， 费
用不到开腹手术的十分之一， 比
外科的微创手术更微创 ， 可谓
“超级微创”。

儿童红斑狼疮早期发病较隐秘
儿科专家： 孩子出现持续发烧、 皮疹要小心

本报记者 王璐

带状疱疹进入“可预防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