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莫宙耘） 63 岁的张先生
患前列腺增生多年， 排尿时较费力， 排尿时间
长， 排尿后滴沥不尽， 需长期使用尿不湿， 夜
尿次数严重时达 10 余次。 尽管使用了治疗药
物治疗， 但效果不佳。 近日， 备受疾病困扰的
张先生来到益阳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就诊， 希
望寻求手术治疗。

入院后， 该院以主任医师刘洁彬为首的专
家团队， 为张先生完善相关检查， 超声、 膀胱
镜检查显示前列腺增生， 有手术指征。 医生团
队决定给张先生行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
术， 该术式相较传统的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创
伤较小， 术野清楚， 手术时间短， 出血少， 术
后恢复快， 同时该手术也需要主刀医生对前列
腺内部的组织结构非常熟悉， 对包膜有较强的
辨识力， 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才可完成。

随后， 该院泌尿外科手术团队为张先生进
行手术， 术中出血量不到 10 毫升， 术后进行
膀胱冲洗时间仅半天， 第二天即拔除导尿管出
院， 张先生现在排尿通畅， 尿频、 尿急症状明
显缓解， 拔除导尿管后即刻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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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孙锋） 69 岁的徐先生去
年因摔倒导致左髋骨折， 在医院接受 “左人工
股骨头置换术” 后一直在家调养。 由于长时间
卧床， 再加上之前的创伤， 徐先生左髋部重度
肿胀大面积发红、 破溃， 溃烂的伤口如成年人
拳头一般大小， 且有脓性液体流出， 通过常德
市第一中医医院白马湖分院综合诊治， 徐先生
伤口近日终于得到好转康复。

入院后， 该院骨科专家组通过会诊， 为徐
先生进行了褥疮清创扩创+全臀大肌皮瓣转移
修复取皮植皮术。 手术后， 护理团队对徐先生
进行精心的护理。 为了防止伤口再次溃烂， 医
护人员为徐先生积极翻身、 拍背， 时刻监测其
血压、 脉搏， 并时刻观察其伤处的恢复情况。
两个月后， 徐先生情况逐渐好转直至完全愈合。

������本报讯 （通讯员 孙国政 肖小玉） 4 月 13
日， 娄底市第二人民医院成功为 63 岁的患者黄
先生实施胃镜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组织
胶注射联合套扎治疗术， 成功拓展了该院防治肝
硬化导致的食管胃底曲张静脉反复出血新技术。

黄先生不久前突然在家晕倒， 家人急忙将
其送入娄底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 该院三病室
（呼吸消化内科） 医生接诊后进行检查， 检验
结果显示： 重度贫血。 予以多次输血、 补液抢
救治疗后， 黄先生生命体征平稳， 但仍然解黑
便， 呼吸消化内科遂邀请外一科副主任、 副主
任医师彭继秋会诊。 黄先生因多年饮酒致肝硬
化、 门静脉高压， 彭继秋考虑黄先生为食管胃
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EVB）， 经讨论决定对
其实施胃镜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组织
胶注射联合套扎治疗术。 手术十分顺利， 黄先
生的出血症状立刻停止。

据悉， EVB 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严重并
发症， 年发生率可达 20%， 是肝硬化患者死亡
的主要原因， 目前内镜下套扎术和硬化剂注射
术联合治疗效果明显、 安全、 并发症少， 是治
疗 EVB 的主要方法， 能有效治疗 EVB 的急性
出血及预防再出血。

为呼吁广大市民关
注上呼吸道健康， 培养
良好的鼻腔护理习惯，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近日在
医院门诊大厅举办以
“关注鼻腔健康， 加强气
道防护” 为主题的大型
义诊活动， 专家团队为
200 多名患者进行了鼻
腔部检查， 护理人员还
带领前来看诊的患者体
验了鼻腔部中医护理项
目和鼻部保健操。
通讯员 贺科 摄影报道

������从 20 多米高的 7 楼坠下，
除了身上多处骨折 ， 生命无
虞，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4 月 16 日上午， 从 7 楼意外坠
落的 5 岁女童洋洋 （化名 ） ，
在娄底市中心医院 31 病室 (骨
科·中西医结合病房 ) 经过 20
余天的治疗， 康复出院。

7楼坠落
5岁女童意识依然清醒

3 月 23 日下午， 家住娄星
区的洋洋带着 4 岁的小表妹到
楼下玩。 等到下午 5 点多时，
洋洋的妈妈陈女士 （化名） 准
备喊洋洋回家吃饭， 才发现两
个孩子都不见了。

四处寻找孩子的陈女士没
想到， 洋洋竟带着表妹爬上了
7 楼顶层， 两个小家伙踩着屋
顶的瓦片爬到了相邻的楼栋。
直到下午 6 点多， 这惊险的一
幕才被楼下的人发现。 “小朋
友 ， 你们这样很危险 ， 快下
来！” 一位过路的奶奶刚喊出
这句话， 正试图翻越栏杆的洋
洋手一松， 从 7 楼垂直掉落到
1 楼。

闻讯赶来的陈女士拨开人
群， 被眼前的一幕惊得魂飞魄
散： 铺满小石子还未硬化的路
面上， 女儿身上的蓝色羽绒服
赫然映入眼帘。 洋洋身上没有
一丝血迹， 看到妈妈来了， 竟
然还说了句 ： “妈妈 ， 你别
哭” ……

全力抢救
患儿脱离危险

当晚 7 点， 载着洋洋的救
护车风驰电掣地停在了娄底市
中心医院急诊楼前。 “高空坠
落伤！ 孩子意识清醒， 还有生

命体征！” 医院立即展开急救。
“洋洋入院时， 没有明显

外伤 ， 但脸色苍白 ， 哭闹不
已 ， 初步判断有多处骨折 。 ”
接诊的 31 病室主治医师吴杰
介绍， “孩子年龄小， 耐受能
力差， 多发骨折容易大出血，
引发休克 ， 随时存在生命危
险。 我们立即开启绿色通道，
紧急完善相关检查， 并组织神
经外科 、 胸外科 、 妇科 ， 儿
科、 儿科 ICU 等多学科会诊联
合诊治 ， 对创伤进行充分评
估。”

经详细检查发现， 洋洋全
身多发骨折、 软组织挫伤， 伴
有气胸、 创伤性湿肺和少量内
脏出血， 不排除脑挫裂伤。 31
病室医护团队迅速给予止血、
抗感染、 保护脏器和对症支持
治疗。

考虑洋洋年纪小， 刚刚受
了惊吓， 且因疼痛配合度低，
如果进入 ICU 全封闭的环境，
没有父母陪伴， 会更恐慌。 专
家组最终决定先把洋洋留在 31
病室 (骨科·中西医结合病房)，
进行严密观察。

洋洋右股骨干 、 左胫腓
骨 、 右距骨 、 右跟骨多处骨
折， 需要手术治疗， 但她开始
高热、 咳痰。 手术做不做成了
摆在医生面前的一道难题 。
做， 可能会加重肺部感染， 增
加术后感染风险； 不做， 孩子
生长发育快， 如果等肺部感染
完全愈合， 骨折的地方将会长
出大量骨痂 ， 会导致手术时
间 、 麻醉时间长 ， 术中失血
多， 愈后差。 再次多学科会诊
中 ， 专家统一意见 ： 争分夺
秒， 先控制感染， 在控感和手
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一

次次的反复会诊， 一步步的调
整治疗方案中， 洋洋的体温终
于降下来了， 肺部感染得到了
有效控制。

4 月 2 日， 由娄底市中心
医院 31 病室副主任 、 副主任
医师蒋聚华主刀， 主治医师吴
杰配合， 为洋洋实施了复位内
固定术， 手术顺利。

高空坠楼生还率极低
家长需高度警惕

7 楼坠下， 洋洋竟然能奇
迹生还， 这不仅与医护人员的
积极救治密不可分， 同时也因
一份幸运。 蒋聚华介绍， 洋洋
在坠落过程中被空中电缆线阻
挡了一下 ， 缓解了部分冲击
力 ， 才幸运躲过了坠楼最常
见、 最致命的伤害———脑部损
伤， 加上她本身的体重相对较
轻， 肌肉骨架的柔韧性好， 才
为后期的救治康复提供了良好
基础。

“儿童天性好动， 对危险
的识别和判断能力不足， 易造
成意外伤害， 家长们需高度警
惕。” 蒋聚华表示， 医院每年
都会接诊多例高空坠楼的患
儿 ， 高空坠楼生还的几率极
低， 像洋洋这样幸运的属极少
数。

蒋聚华提醒： 万一不幸发
生儿童坠落事故， 家长首先应
拨打 120 急救电话。 切记不要
急着搬动或摇晃孩子， 可先观
察孩子有哪些明显损伤， 如有
明显的伤口且活动性出血则需
先行压迫或包扎止血。 如需搬
动孩子， 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脊
椎， 尤其是颈椎， 尽量进行平
移 ， 避免对孩子造成二次损
伤。

惊险！ 5岁女孩 7楼坠落

娄底市中心医院全力救治患儿脱险
本报通讯员 王星 梅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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