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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徐朝军
杨楠） 日前， 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心胸血管外科团
队成功为一名 67 岁的二次手
术患者实施该院首例经导管主
动脉瓣置换术 （TAVR 术）， 心
脏手术不开胸， 仅仅微创手术
1 厘米伤口便为心 脏 换 上 新
“门”。

患者李先生 8 年前因风湿
性心脏病联合瓣膜病变置换了
生物二尖瓣和主动脉瓣， 近两

个月来开始出现活动后胸闷气
促， 被该院确诊为 “双瓣置换
术后主动脉瓣重度狭窄伴关闭
不全 ” ， 此后症状逐步加重 ，
喘不上气、 睡觉不能平躺， 生
活无法自理， 需要靠药物维持
生命， 情况十分危险， 随时有
死亡的可能， 唯一的办法就是
进行手术置换瓣膜。

经该院心胸血管外科专家
及相关团队会诊后 ， 决定为
李先生进行不开胸的经导管

主动脉瓣置换手术 ， 通过大
腿处不到 1 厘米的穿刺切口 ，
用介入的方法将人工瓣膜快
速准确地释放在 “心门 ” 的
合适位置 ， 替代原来狭窄的
瓣膜 ， 解除 “心门 ” 的梗阻 ，
恢复心脏的活力 。 随着 80 分
钟的手术 ， 一枚人工心脏瓣
膜通过导管成功置入李先生
的心脏 ， 立刻代替病变瓣膜
开始工作 ， 李先生的心脏功
能迅速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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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上午 9 时， 在湘潭
市妇幼保健院家庭化产房内 ，
孕 39+周的一胎妈妈曹女士宫
口开到 5 厘米的时候， 腰酸及
肛门坠胀感厉害， 这种不适感
让曹女士情绪烦躁， 一度产生
了放弃自然分娩要求剖宫产的
想法。 通过医生评估， 为枕后
位， 在助产士的指导下， 曹女
士采取自由体位待产， 侧、 俯
卧位、 使用导乐球、 分娩操等，
下午 15 时多， 曹女士宫口已经
开全， 胎位转为枕前位， 助产
士结合曹女士的情况， 决定采
用侧卧位分娩， 曹女士感觉非
常轻松， 不到 40 分钟就顺利分
娩了。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产科病
室主任陈瑜介绍， 在他们医院
的产妇分娩过程不再像传统分
娩那样 “静卧在床”， 而是在助
产士指导下帮助其自由采取侧
位、 走、 坐、 趴、 蹲等各种自
由体位。 自由体位分娩是在孕
妇及胎儿健康状况良好的前提
下， 选择产妇感到最舒适并能
缓解疼痛的体位待产及生产 ，
使分娩方式回归 “只要感到舒
适， 任何姿势都能生娃”。 陈瑜
强调， 自由体位分娩并不代表
“随意分娩”， 如果没有科学指

导可能会导致产道严
重撕裂 、 产后出血增
加等严重情况 ， 所以
对助产士及医护人员
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

陈瑜介绍 ， 分娩
是自然的生理过程 ，
要尽量回归自然 ， 减
少医疗干预 ， 减少创
伤 ， 因此一种全新的
接生方法———无创接
生应运而生。 据了解，
无创接生属于目前国
际倡导的接生理念 。
助产士在产妇分娩过程中只对
其会阴进行适度保护而不人工
干预， 产妇只需在助产士指导
下均匀用力， 控制好胎头下降
速度， 待会阴充分扩张后， 胎
儿顺利娩出。 无创接生改变了
传统接产时普遍进行会阴侧切
的现状， 有效减少会阴撕裂伤
及对产妇的创伤， 有利于产妇
产后恢复。 湘潭市妇幼保健院
产科于 2012 年开展无创接生技
术， 至今已有 8 年， 会阴侧切
率由 2011 年的 76.72%下降至
如今的 12%左右， 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据悉， 位于湘潭市妇幼保

健院住院部仁爱楼八楼的产房，
承担着自然分娩的工作。 拥有
全市最温馨的 LDR 家庭化产
房， 最先进的设备、 技术过硬
的医疗、 助产队伍和最人性化
的服务。 产房目前拥有医护人
员 22 人， 其中 1 名产科主任、
2 名产科医师 、 19 名助产士 ，
均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技术
精湛。 产科在全市率先开展导
乐陪伴分娩、 家庭式分娩、 多
体位待产、 无创接生、 拉玛泽
呼吸减痛、 音乐催眠镇痛、 可
行走分娩镇痛等先进技术和人
性化服务， 多次被评为 “先进
科室” “示范科室”。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安妮 石荣） 成年人
的甲状腺正常情况下像一颗栗子大小 （约
30 克）， 可是家住娄底市的王阿姨甲状腺居
然肿大到像一个大苹果， 压迫在颈部两侧、
邻近气管， 让呼吸都变得困难。 近日， 王阿
姨在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接受了手术
治疗， 终于顺利切除近 1 千克肿块， 卸下一
条沉甸甸的 “围脖”。

早在 20 多年前， 王阿姨就发现颈前有肿
块， 而且逐渐增大， 由于增大速度缓慢， 也没
有其他不适， 王阿姨并未特别治疗。 但近一个
月来， 王阿姨出现呼吸困难， 且明显感觉肿块
增大速度较前增快， 她才来到该院就诊。

专家提醒， 发现甲状腺肿大一定要及时
去医院查出病因， 才能对症治疗。 除有压迫
症状者可手术治疗外 ,甲状腺肿本身一般不
需治疗， 主要是改善碘营养状态。 此外， 一
般甲状腺激素不正常的患者在情绪上波动会
比较大， 所以患者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 以
利于治疗。

������本报讯 （通讯员 余海燕 唐梦辉） 长沙
的李先生几年前牙齿开始出现松动、 脱落，
忙于工作的他并未在意。 然而近日来， 李先
生发现自己又有好几颗牙齿开始 “摇摇欲
坠”， 甚至影响到了日常进食， 这才来到长
沙市第三医院口腔科就诊。

该院口腔科主任徐红检查后发现， 李先
生先后松动的牙齿均是牙周炎引起的， 同
时， 长期牙缺失还导致了严重的牙槽骨吸
收。 只能在先做牙周基础治疗后， 再行牙周
翻瓣刮治， 拔除松动牙， 骨缺损处行引导骨
组织再生术后再予以种植体植入术。

徐红介绍， 牙周炎其实是由牙齿表面的
牙菌斑没有得到及时清洁， 导致牙龈发炎，
牙槽骨吸收， 而让牙齿松动脱落的一种疾
病。 “牙周炎最省钱、 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
是早晚认真刷牙。” 徐红提醒， 市民朋友要
做到饭后漱口， 定期到医院做口腔检查， 每
半年到一年做一次全口牙周基础护理， 出现
牙龈出血、 口臭等症状时及时到医院就诊。

������本报讯 （通讯员 姚瑞娥） 28 岁的二胎
妈妈肖女士头胎时， 因产后耻骨联合分离， 饱
受疼痛折磨。 本次妊娠孕晚期又出现耻骨联
合区疼痛难忍、 右侧下肢疼痛无力， 无法翻身
和下床。 不久前她入住益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妇产科顺利娩出二宝后首日， 盆底康复医师
第一时间为其实施耻骨联合止痛松解手法治
疗， 肖女士右侧下肢疼痛基本消失， 能翻身下
床。 次日继续手法加电刺激治疗一次， 肖女士
疼痛彻底消失， 下肢恢复肌力， 活动自如。

耻骨联合是指人体骨盆前、 两侧髋骨前
方的连接处。 正常情况下， 耻骨联合间隙约
4~6 毫米， 孕期可增加 2~3 毫米， 如果大于
10 毫米， 称耻骨联合分离， 又称非化脓性
耻骨炎。

治疗耻骨联合分离目前有手法治疗， 配
合产后康复机的电刺激， 效果显著。 对耻骨
联合分离大于 25 毫米， 伴有骶髂前韧带和
骶棘韧带断裂的患者则须手术治疗。

��������为提高医务及相关人员急
救知识和操作技能水平， 浏阳
市骨伤科医院近日举办全院急
救知识技能培训及考核， 除医
护人员外， 该院医技、 行政后
勤、 物业保安在内的工作人员
共同参与考核。 该院进行理论
培训后再次分部门进行现场示
教， 将医院录制的操作视频分
享在医院群内供大家学习。

通讯员 陈玲 摄影报道

让生娃不再“受伤”
探秘湘潭市妇幼保健院无创接生技术

助产士指导孕妈妈自由体位分娩

全院急救知识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