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嘉林 欧
巧玲） 近日， 69 岁的邹女士因痔
疮出血来到衡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普外科治疗， 经过详细检查， 医
生诊断邹女士患有直肠癌、 子宫
肌瘤， 而且肿瘤下缘距肛缘仅有
4 厘米。 常规距离肛门口低于 5
厘米的直肠癌手术治疗是需要切
除肛门行人造肛门的， 这意味着

邹女士今后要在肚子上带着一个
粪袋生活。 该院专家组全面分析
手术利弊后， 最终为邹女士实施
腹腔镜直肠癌超低位切除保肛
术， 顺利将直肠癌及子宫肿瘤完
整切除， 并完好地保留了肛门。

在肿瘤外科专家 、 该院副
院长雷雨激的指导下 ， 该科主
任吕海涛 、 副主任医师阳平华

和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静组成
手术团队为邹女士开展手术治
疗 ， 以高超的技术顺利将直肠
癌及子宫肿瘤完整切除 ， 并完
好地保留了肛门 。 术后经过普
外科护理团队精心护理 ， 邹女
士快速康复 ， 恢复良好 ， 未出
现吻合口瘘等并发症 ， 排便功
能一切正常。

������本报讯 （通讯员 胡雪琴） 近日， 常
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成功为
一名 85 岁老人切除了直径约 5 厘米的脑
膜瘤。 肿瘤切除后， 患者恢复良好， 顺利
出院。

85 岁的熊爷爷 2 个月前出现吐词不
清、 记忆力差、 乏力等情况， 病情逐渐加
重至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该院神经外科一
病区接诊后确诊熊爷爷患有蝶骨脊脑膜瘤。

随后， 该院神经外科一病区主任冷海斌
团队为熊爷爷进行术前充分评估， 并进行肺
功能训练， 制定了术中、 术后相关风险的应
急处理预案， 最终成功实施了全麻下电生理
监测+神经导航下开颅探查病灶切除+脑脊液
漏修补术。 术后熊爷爷安返病房。

该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医护人员随后加
强术后康复， 帮助熊爷爷度过了肺部感
染、 尿路感染等难关， 经过 23 天的治疗
和护理， 熊爷爷病情明显好转， 恢复了生
活自理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杰） 近日， 湘潭医
卫职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收治了一位特殊
的 “老朋友”。 大概半年前， 陈女士 （化名）
曾因左肾结石并发感染在该院治疗， 这次
陈女士因体温高至 40℃、 恶心、 呕吐、 精
神状态差而再次入院， 被诊断为因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长期口服激素导致的结石复发。

入院后， 该院泌尿外科立即完善检查
及准备， 因陈女士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 右肾萎缩、 高热并发泌尿系感染、 低
血压、 感染性休克， 该院大外科主任王云
教授组织专家进行科内讨论： 患者功能性
孤肾、 左肾及输尿管多发结石并发感染性
休克， 有急诊手术指征， 需立即解除梗
阻， 控制感染， 但患者血小板严重不足，
风险高， 急诊手术刻不容缓。 随后经过积
极备血、 血小板、 冷沉淀及凝血因子等准
备， 当日即在急诊局麻下为陈女士行左肾
造瘘引流术， 经过术后一周精心治疗， 陈
女士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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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玩笑吧！ 小孩子哪来的糖
尿病？ ———长期以来， 由于发病
率远低于成人， 儿童糖尿病一直
不为大众所了解 。 可原本 “罕
见” 的儿童糖尿病， 发病率却在
不断上升。 近期的研究表明， 20
多年间， 中国 0 岁至 14 岁儿童
发 病 率 已 从 0.6/10 万 上 升 到
1.93/10 万 ， 其中儿童 1 型糖尿
病的发病率上涨了 3~4 倍。 需特
别注意的是， 我国小于 5 岁儿童
糖尿病发病率年平均增速 5%~
34%， 也意味着糖尿病患病年龄
有明显低龄化趋势。

6 月 6 日， 湖南省儿童医院
肝病与内分泌科副主任护师柳娜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儿童糖尿
病有两个发病高峰， 分别在 4~7
岁及 10~14 岁。 儿童糖尿病由于
普遍重视度不够， 往往发生了酮
症酸中毒等严重情况才得以确
诊。 刘娜提醒家长， 发现孩子有
多饮、 多尿、 多食、 体重减轻等
“三多一少” 症状， 一定要及时
到内分泌专科就诊。

儿童糖尿病
九成都是 1型糖尿病

柳娜介绍， 大多数成人患者
以 2 型糖尿病为主， 而儿童糖尿
病则 90%都是 1 型糖尿病。 除了
好发年龄有区别以外， 1 型与 2
型相比还有诸多不同。

①1 型糖尿病没有预兆， 血

糖更难以控制， 来势更加凶猛。
2 型糖尿病患者往往有长期肥胖
的基础， 从轻微的血糖异常也就
是糖耐量异常， 到刚刚超过确诊
标准， 可以存在数年甚至数十年
的病程进展。

② 1 型患者为突然起病， 起
病前并没有长期肥胖的基础， 短
短数天的病程就可以发展到数倍
于正常血糖的严重高血糖。 所以
高血糖引起的多尿、 多饮等症状
也是 1 型明显超过 2 型。

③ 1 型糖尿病起病时还往
往并发酮症酸中毒， 这是一种严
重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 发病者
严重脱水、 神志不清， 处理不当
时将会危及生命。

儿童糖尿病危害很大

儿童糖尿病如果疏于控制，
随着时间推移， 长期血糖增高带
来大血管、 微血管受损并可以危
及心 、 脑 、 肾 、 周围神经 、 眼
睛、 足等器官， 发生各种糖尿病
慢性并发症。 柳娜表示， 据世界
卫生组织统计， 糖尿病并发症高
达 100 多种， 是目前已知并发症
最多的一种疾病。 糖尿病死亡者
有一半以上是心脑血管病所致，
10%是肾病变所致。 因糖尿病截
肢的患者是非糖尿病的 10～20
倍。 临床数据显示， 糖尿病发病
后 10 年左右， 将有 30%～40%的
患者至少会发生一种并发症， 且

并发症一旦产生， 药物治疗很难
逆转。

对于儿童来说， 发病 10 年
或 20 年后才刚刚成年正是要走
入社会的时候， 因为糖尿病慢性
并发症导致人生的各种选择受
限、 导致劳动力丧失， 这无论对
于患者自己、 患者所在的家庭乃
至整个社会都是不可承受的重负
和损失。

如何治疗儿童糖尿病？

“对待儿童糖尿病， 切忌把
它简单看成缩小的成人糖尿病。”
柳娜特别提醒， 儿童处在生长发
育中， 身体机能与成人存在较大
差异， 1 型与 2 型糖尿病的治疗
方案与对策更是存在各种不同。

1 型糖尿病是胰岛素的绝对
缺乏， 患儿需要终身依靠胰岛素
让血糖保持平稳， 胰岛素目前只
能通过注射来获取， 一天要扎 7
次以上针剂来监测血糖， 根据血
糖情况每天要注射至少 7 次以上
的胰岛素替代治疗， 来让其血糖
保持平稳。

尽管目前在现有的医疗条件
下还没有办法让 1 型糖尿病患者
脱离胰岛素， 但柳娜同时表示，
面对确诊糖尿病的孩子， 家长也
不需过度惊慌和悲观， 因为只要
配合饮食和正规治疗以及定期复
查， 糖尿病患儿能跟正常孩子一
样健康成长及生活。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辉 阳秀春 易杨
浩） 近日， 因家长未将电动三轮车的电源
关闭便离开， 独自留在车上的湖南安化 5
岁男童天天 （化名） 好奇地触动了驾驶开
关， 导致车辆冲出撞墙， 自己则被甩进路
边沟渠内， 腹痛难忍。 家人立即将他送往
当地医院， 医生检查发现其肝脏、 脾脏多
发挫伤及出血， 腹腔积液， 中度贫血， 考
虑为外伤后急性失血性贫血。 因病情危
重， 天天被连夜转往湖南省人民医院岳麓
山院区救治。

该院介入血管外四科主任刘觉仕对天
天病情进行紧急评估后， 于当晚 11 时 30
分带领团队在全麻下为天天进行腹腔动脉
造影， 发现其肝左动脉及肝右动脉、 脾动
脉均有一分支动脉出血， 随即对出血血管
进行栓塞， 很快便成功止血， 同时让天天
免遭开腹手术甚至切脾、 切肝的痛苦。 介
入血管外科团队采用微创介入治疗， 快速
止血的同时保留了天天重要脏器。

儿童糖尿病发病率 20年间增 4倍
———专家谈并不“罕见”的儿童糖尿病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姚家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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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爷爷， 发个气球给您！ 没事您就吹一
吹， 这对您的治疗有好处！” 6 月 7 日， 在湖南
省第二人民医院微创外科病房， 责任护士刘伟
丽正在对新入院的患者张爷爷进行“吹气球” 方
法的讲解。 据护士长刘莉介绍， 吹气球看似好
玩、 有趣， 但其实是对围术期患者加速康复的一
项内容， 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善老年人、 特别
是接受大手术中老年患者的肺部功能， 防止肺
部感染， 从而更好地保障和加速其康复。

通讯员 刘莉 摄影报道

吹气球·助康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