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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冯源 陈思雨
唐雄略） 41 岁的杨芸 （化名） 最
近因为月经迟迟不走住进了医院。
1 月 11 日， 在湖南省胸科医院外
科， 被确诊为子宫内膜结核的杨
芸在接受了一段时间个性化诊疗
后， 下腹胀痛、 阴道持续流血的
症状消失 ， 精气神终于回来了 。
经过复查， 杨芸继续规律完成抗
结核治疗疗程后， 基本可以达到
临床治愈。

去年 9 月份， 杨芸来了月经后
却迟迟没有结束， 每天的量或多或
少， 从不 “缺席”。 但因为生理期
一直都不太规律， 所以一开始杨芸
并没在意。 可是随着这次月经几个
月的持续， 杨芸明显地感觉到自己
出现没有精神、 没有胃口， 还时常
头晕目眩的情况。 11 月底， 杨芸
在家人的陪伴下转入湖南省胸科医
院外科就诊， 在完善了相关检查
后， 被确诊为继发性肺结核、 子宫
内膜结核和重度贫血。

该院外科主任王永利介绍， 女
性生殖系统结核常经血行播散、 淋
巴、 直接传播等方式导致， 可形成
子宫内膜结核、 输卵管卵巢结核、
宫颈结核及结核性腹膜炎等， 常导
致不孕、 继发性闭经、 月经量减
少、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等。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志梧）
“血栓猛于虎”， 血管内血栓流到
人体哪个部位， 哪个部位血流被
阻断， 轻则疼痛、 坏死， 重则瘫
痪、 死亡。 近日， 株洲市人民医
院多学科联动成功挽救一位急性
左锁骨下动脉栓塞危重患者。

1 月 2 日凌晨， 入住株洲市
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杜大爷，
在无明显诱因情况下突发左上肢
麻木、 疼痛、 肢端发凉、 左上肢
血压测不出。 值班医生粟小三考
虑到杜大爷已年过八旬， 长期房
颤， 可能是心房内血栓脱落导致
左锁骨下动脉栓塞。 立即行床旁

双上肢动脉彩超， 结果显示左锁
骨下动脉闭塞。 左锁骨下动脉急
性栓塞病情发展迅速， 若不及时
处理， 肢体可能会在 6 小时内出
现肌肉坏死。

杜大爷迅速被送至介入手术
室。 术中动脉造影证实左锁骨下
动脉闭塞， 在该院心血管内科曾
维理介入团队及神内介入医生李
实的密切配合下， 经过 6 小时艰
辛手术， 成功将左锁骨下动脉血
栓取出。 造影显示杜大爷左锁骨
下动脉、 肱动脉血流恢复， 肢端
渐渐变暖， 疼痛缓解， 避免了截
肢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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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岁的阳奶奶是一名高危冠
心病患者， 近日因不慎摔倒致左
股骨颈骨折， 躺卧在床， 疼痛难
忍。 患者及家属恳切要求手术治
疗。 阳奶奶这类严重冠脉狭窄合
并骨伤患者手术风险极高， 日前，
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医
院） 成功为其实施髋关节置换手
术， 手术的成功得益于多学科合
作以及精准麻醉的实施。

经冠脉 CTA 和冠脉造影检查
发现， 阳奶奶的冠脉狭窄程度达
到 90%， 属于心肌梗死高危人群。
加之合并高血压、 糖尿病、 脑梗
死后遗症、 慢性支气管炎等多种
基础疾病， 手术创伤疼痛极易诱
发心肌梗死， 风险极高； 而若先
行冠脉支架改善冠脉狭窄， 后续
抗凝治疗将使患者丧失骨折手术
机会。

经该院骨伤科、 心血管内科、
麻醉科、 内分泌科、 神经内科等
多学科会诊， 结合骨伤科诊疗方
案， 一致认为围术期管理极其重
要。 减少不良应激及完善围术期
镇痛， 降低心肌缺血不良事件风
险是制定综合治疗策略的首要前
提， 对围术期舒适化医疗提出了

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为了让患者安全渡过围术期，

该院麻醉科副主任周先科组织进
行麻醉前讨论， 仔细分析病情特
点， 对围术期镇痛、 麻醉、 应急抢
救预案等环节进行充分准备， 制定
了详细的围术期舒适化无痛流程
预案。 综合患者全身情况和代偿
能力、 手术风险和部位， 最终选择
了可视化超声麻醉技术： 病房内实
施精准的神经阻滞， 实现术前转运
无痛化； 术中麻醉舒适化； 术后镇
痛连续化， 达到最完善的麻醉效
果， 安全渡过围术期。

手术当天早上 7 时 30 分， 周
先科为阳奶奶进行术前病房内镇
痛， 采用超声引导下髂筋膜阻滞
技术， 阳奶奶从病房至手术室转
运过程中没有任何痛苦表现。 手
术室内， 阳奶奶无任何痛感， 侧
身配合椎管内麻醉体位 。 随后 ，
该院本部骨伤科一病区副主任胡
伟国主刀， 1 小时内完成髋关节
置换手术， 手术非常顺利。 术中
阳奶奶生命体征平稳， 没有任何
疼痛胸闷不适。 术后麻醉药物作
用时间有限， 静脉镇痛药物导致
恶心呕吐发生率高， 容易诱发心

肌缺血等不良事件。 麻醉科采用
超声下神经阻滞置管技术， 实现
连续神经阻滞镇痛， 达到术后镇
痛完善无缝链接， 阳奶奶术后 2
天未诉疼痛， 术后第 5 天顺利康
复出院。

据悉， 长沙市中医医院麻醉
科开展超声神经刺激仪双重引导
神经阻滞技术， 包括腰丛、 骶丛、
椎旁等高难度神经阻滞技术， 此
类神经阻滞技术使围术期麻醉疼
痛管理更精准， 术后镇痛效果确
切， 并发症少。 心肺功能差、 脊
柱畸形等常规麻醉难度大的高危
患者有了手术希望。 科室成熟开
展可视化插管、 可视化动静脉穿
刺、 可视化四肢及躯干神经阻滞
麻醉或镇痛等多项可视化技术 ，
进一步提高临床麻醉的安全性和
准确性。 2020 年该院顺利完成高
龄高危手术患者麻醉 200 余台 。
可视化麻醉和精准神经阻滞技术
的成功开展， 促进了医院麻醉科
工作朝着精确化、 智能化、 信息
化、 可视化、 舒适化、 安全化的
方向发展， 使患者在手术中的生
命安全以及麻醉效果得到了极大
保障。

������本报讯 （通讯员 徐诣 朱文青）
38 岁的李先生 （化名） 近两年膝关
节疼痛肿胀明显， 近日， 他在长沙
市中心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
心医院） 被诊断为 “双膝关节重度
痛风性关节炎”。 看到手术中取出的
数不清的痛风石， 李先生这才意识
到自己多年来的不良饮食习惯和不
正确的运动习惯经过日积月累， 竟
让双膝关节变成了两座 “矿山”。

该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徐诣
问诊中了解到， 李先生有长期饮酒、
进食海鲜、 肉类的习惯， 运动方式
也不科学， 往往是间隔四五天后突
然来一次剧烈运动， 比如 10 公里的
长跑， 加上有十余年的膝关节疼痛
病史， 高度怀疑其与痛风有关。 随
后李先生接受了双膝关节关节镜下
病灶清除术， 术中医生发现， 李先
生的膝关节腔内可见广泛的结晶样
物质沉积在软骨、 滑膜表面， 甚至
还有不少成团块状的结晶聚集病灶，
软骨面广泛侵蚀、 破坏， 已经看不
见正常的胶原色泽， 呈现出来的反
而是如同水泥石灰路面一样的效果，
关节内的滑膜也出现明显炎性改变
增生。 用刨削器刨开后， 可见大量
的石灰浆样液体溢出， 其中有大量
的结晶样物质沉积。 结合李先生的
病史以及病理检查结果， 术后明确
诊断其为 “双膝关节重度痛风性关
节炎、 高尿酸血症、 痛风”。

������本报讯 （通讯员 曾恋恋 屈芳
杨玲） 1 月 2 日凌晨 1 点， 49 岁的
邹先生无明显诱因出现左上腹疼痛
并延伸至左侧肩膀， 怀疑是心脏病，
邹先生自行服用硝酸甘油片后出现
一次昏倒， 后因左肩疼痛剧烈， 无
法躺下就诊于长沙市第一医院急诊
科。

该院普外科微创中心主任徐大
勇会诊查看发现， 邹先生无外伤史，
结合 B 超结果分析其左肩疼痛与膈
下积血相关， 考虑自发性脾破裂可
能性极大， 该院立即开通急救绿色
通道， 安排邹先生接受急诊手术治
疗。

术中腹腔镜探查发现邹先生腹
腔大量积血， 左侧膈下积大量血块，
脾脏膈面可见大片包膜下血肿， 中
部可见破口并可见活动出血， 腹腔
血块及血液总量共约 2300 毫升。 徐
大勇带领手术团队迅速在腹腔镜下
进行了微创脾切除手术， 经历 3 个
小时手术抢救， 邹先生转危为安，
术后第一天就能下床活动， 恢复良
好。

据悉， 脾破裂的时候， 往往肋骨
会有损伤， 肋骨的疼痛比较明显。
严重的脾破裂时， 由于出血速度快，
患者很快就可能进入失血性休克状
态， 死亡率高。 脾脏破裂需要快速
诊断， 快速抗休克， 快速急诊手术。

骨折手术：全程“一点都不疼”
�本报通讯员 陈泉 谭乐

������� 1 月 12 日至 13
日， 永州市宁远县卫
生健康局组织县人民
医院、 县中医医院、
博爱医院等医疗机
构， 组成 6 支专家团
队， 分别赴文庙街
道、 桐山街道、 舜陵
街道搬迁小区开展春
节“送健康” 活动。

通讯员 朱纯璐
摄影报道

为搬迁群众“送健康”

长沙市中医医院精准麻醉助力舒适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