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迪栋 夏梅芳 唐小霞） 阑尾炎手
术， 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个非常安全的小手术， 但是对
于患有 “渐冻人症” 的王军 （化名） 来说， 却随时可能
因手术中的麻醉带来生命危险。 武冈市人民医院麻醉科
近日成功为王军实施急性阑尾炎手术护航， 术后王军恢
复良好， 于 3 月 29 日顺利出院。

王军因腹痛被诊断为 “急性阑尾炎” 入院， 该院普
外三科医生检查发现， 王军同时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病
史 10 余年， 目前长期卧床， 行走困难， 双手不能端碗，
颈部肌无力， 被诊断为 “渐冻人症”。

由于王军病情特殊， 可能在手术和麻醉的过程中出现
呼吸功能衰竭而死亡等诸多风险， 该院普外三科主任陈泊
宁立即联系麻醉科主任肖忠进行紧急会诊。 肖忠认为， 王
军病情逐渐加重， 呼吸已受到了影响， 脊柱畸形让麻醉穿
刺变得困难， 麻醉药物的应用随时有可能引起王军呼吸
停止， 甚至危及生命。 肖忠立即组织科室讨论决定为其实
施气管内插管全麻， 并对术中可能出现的麻醉药物过
敏、 恶性高热、 肺栓塞甚至术中出现心跳、 呼吸骤停以
及术后无法拔管、 肺部感染等情况做好了紧急预案。

3 月 11 日， 王军进入手术准备室， 做麻醉前准备，
加温毯保温， 桡动脉穿刺后有创动脉动态血压监测和动脉
血气分析。 当日上午王军进入手术间， 充分镇静镇痛后，
辅以表麻在视可尼引导下行困难气道清醒插管， 术中王军
出现血压骤降， 麻醉医生立即进行紧急处理， 随后王军血
压恢复正常， 术中生命体征平稳， 麻醉满意， 手术顺利。

本报讯 （通讯员 杨嶷芳 唐
梦辉） 家住长沙天心区 80 岁的
湛奶奶一直以来都嗓门响亮 ，
最近半个月来却因为嗓子嘶哑跟
人沟通交流都成困难。 家人以为
是咽喉炎， 给湛奶奶买了消炎
药， 可是吃了快一个星期， 也不
见好转， 家人这才带湛奶奶来到
长沙市第三医院门诊， 接诊的耳
鼻咽喉科副主任钟启宝借助电子
喉镜检查 ， 发现湛奶奶突然
“失声” 的原因不是咽喉炎， 而
是声带上长了新生物。

钟启宝解释 ， 声带是喉的
发声器官， 双侧声带的打开和
闭合配合气流运动是发声的基
础。 声带的病变会导致声门闭
合不全， 引起声嘶。 经过与湛
奶奶和其家人沟通， 5 天后， 湛
奶奶接受了支撑喉镜下声带息
肉切除手术。 术后第 3 天 ， 湛
奶奶就能清晰发音了。

钟启宝指出 ， 对于早期声
带小结、 声带息肉等病变可通
过适当禁声、 药物、 雾化等保
守治疗好转； 对于保守治疗无
效、 尤其是声带肿块较大 、 表
面不光滑者则需要手术治疗 ，
切除的肿块还应送病理检查 ，
以免漏诊肿瘤性病变。

�����为提高广大市民的健康意识和急救能力，
近日， 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福利院分院组织
志愿者医疗服务队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开
展半日义诊活动。 服务队专家对群众进行健
康答疑， 急诊科护士长张静还为市民演示并
培训了徒手心肺复苏的急救操作。

通讯员 王王进 摄影报道

■门诊新闻

本报讯 （通讯员 薛翘） 24
岁的小芳是位新晋妈妈。 产后最
初的日子， 小芳每天脸上都洋溢
着幸福满足， 但没过不久， 她总
自觉心慌、 燥热、 出汗， 有时莫
名烦躁、 动不动就发脾气， 最近
几个月， 还出现了精神兴奋、 话
多、 易发脾气， 花钱也变得大手
大脚不受控。 家人带她到湖南省
第二人民医院 （湖南省脑科医
院) 就诊， 检查发现小芳甲状腺
有明显肿大 ， 化验血清 T3、 T4

升高， 诊断为产后甲亢。
该院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医

师漆靖介绍 ， 甲亢时的精神障
碍是患者病前性格 、 心理因素
和甲状腺机能增强三者共同作
用的结果 。 女性生完宝宝后 ，
由于体质偏弱偏差 ， 就容易引
起自身的免疫功能降低 。 偏弱
的体质也会影响到甲状腺功能
的不足导致甲亢 ； 另外 ， 如果
女性在产后摄入了过多高碘食
物 ， 也易引起或加重甲状腺功
能的亢进； 最重要的一点是， 很
多女性在产后都背负了极大的身
心压力， 本身在产后体质比较
弱， 精力不足， 此时如果家人把
过多的精力倾注到宝宝身上， 而
忽略了对于产妇的关心， 会让新
妈妈压力倍增， 免疫力调节发生
异常从而导致甲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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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 龙女士的宝宝顺利
出生， 这对结婚已 5 年的她来说无
疑是挣扎与绝望后的新生。

龙女士今年 32 岁， 2018 年首
次怀孕一个多月时却检查出异位妊
娠， 手术中发现为卵巢妊娠， 并且
双侧输卵管都有粘连， 做了卵巢妊
娠物清除手术。 此后两年内， 她却
再也没怀上过。 2020 年， 龙女士到
娄底市中医医院妇产科接受了输卵
管造影术， 发现双侧输卵管再次粘
连 ， 备孕多年的龙女士一下崩溃
了。 出于对医院的信任， 在试管和
中药调理之间， 龙女士选择用中药
调理。 该科医护人员为她制定了详
细方案： 选择雷火灸温阳补肾， 疏
通经络； 中药辨证结合经期特征开
具不同口服中药； 中药灌肠和中药
外敷， 解毒祛瘀， 舒经通络……在
大家的不懈努力下， 2020 年 7 月，
龙女士怀孕了。 科室后续又为其制
定了个体化保胎方案 ， 龙女士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在该院顺利分娩
一个男宝宝， 母子平安。

中药外敷 、 灌肠 、 熏洗 、 熏
蒸、 针灸、 雷火灸、 穴位注射、 铜
砭刮痧……这些大众眼里的 “辅
助” 技法， 却被娄底市中医医院妇
产科玩成了 “最强输出”。 近年来，
娄底市中医医院妇产科不断拓展中
医药外延， 发展中医药特色， 以传
统中医中药为基础， 先进科学的检
测技术及现代医疗技术为辅助， 用
中医的方法和理念诊治妇女的经、

带、 胎、 产、 杂病， 在不孕不育、
高龄备孕妇女、 月经不调、 妇科炎
症、 乳腺小叶增生、 多囊卵巢综合
征、 更年期综合征的调理上， 形成
了专属特色，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也显著提高了临床疗效。

在西医方面， 该科不断引进新
项目、 新技术、 新设备， 广泛开展
无痛分娩、 顺产接生、 剖宫产、 妇
科各类良性肿瘤手术、 阴氏手术、
宫腹腔镜手术 、 各类计划生育手
术、 阴道镜检查、 子宫输卵管放射
造影、 超声造影等。 近 5 年来， 妇
产科年接诊患者量稳步增长。 2020
年门诊量 8546 人次， 住院病人 756
人次。

随着妇科肿瘤的发病率逐步攀
升， 该科重点关注以中西结合的诊
疗手段进行妇科肿瘤疾病的相关诊
治， 同时， 大力开展微创技术。 自
2012 年开展腹腔镜手术、 宫腔镜手
术以来， 已具备卵巢囊肿剥除、 子
宫肌瘤剥除、 异位妊娠病灶清除、
宫腔镜下宫腔粘连分离、 内膜息肉
摘除、 切口妊娠病灶清除等各类手
术经验， 手术成功率 100%， 走在
全市前列。 不久前， 该科对接受过
右侧附件切除术的邱奶奶术后随访
时， 家属还戏称 “我们做的是微创
开腹手术”。

去年 9 月开始， 85 岁的邱奶奶
出现阵发性呕吐、 反酸烧心、 头晕
乏力， 先后在当地医院治疗却并无
改善， 今年 1 月 26 日， 邱奶奶反

酸呕吐症状加重， 到该院检查后诊
断患有食管粘膜病变、 冠心病、 缺
血性心肌病等 13 种疾病 。 此外 ，
右侧附件区可见一个大小约 9×7 厘
米的囊肿， 妇产科主任邓爱萍会诊
后建议手术治疗。 家属商量后犯了
难， 一方面希望可以解除邱奶奶的
病痛， 另一方面， 又担心老人年纪
大， 身体机能差， 不能耐受手术，
术后恢复慢。 邓爱萍介绍， 科室开
腹手术和腹腔镜手术技术都已成
熟 ， 就算开腹也只有 4 厘米的切
口， 愈合比较快。 2 月 4 日， 邱奶
奶顺利在腰硬联合麻醉下行右侧附
件切除术， 术后予中药口服， 中医
外治结合西药预防感染治疗。 术后
第二天， 邱奶奶就可以下床活动，
术后第四天就开心回家过年了。

优质的医疗服务需要过硬的技
术 、 贴心的服务 ， 还离不开医院
对人才的重视和培育。 一直以来，
该科坚持全员培训 ， 做好中医师
承 。 将普遍轮训和重点培养相结
合 ， 采取中医师承 、 进修与研修
的方式 ， 开辟多种渠道 ， 加强现
有人才培养。 目前， 超半数在职医
生相继在省内外三甲以上医院进
修学习 。 今年还将着力开展名老
中医学术思想 、 临症经验总结与
传承研究 ， 探索建立妇产科相关
个体化诊疗的疗效评价方法和中
医临床经验的传承方法 ， 并辐射
周边 ， 致力打造一支锐意进取的
中医特色专科队伍。

本报记者 许琬婕 通讯员 谢嘉

爱心义诊

特色中药汤剂浇护“女人花”
娄底市中医医院打造中医妇产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