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罗鑫 蔡娟
唐梦辉） 21 岁的小周 （化名 ）
怎么都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感
冒竟然诱发了罕见疾病———格
林巴利综合征， 让她几近瘫痪。
7 月 14 日， 经过长沙市第三医
院神经内科七病室免疫球蛋白
注射等相关治疗后， 小周恢复
独立行走。 出院前她心有余悸
地说： “我以后再也不敢熬夜
了， 一定早睡早起、 规律作息！”

小周常在下班后跟朋友一
起喝酒聚会， 常常一喝就喝到
后半夜。 最近， 小周在一次通
宵玩乐后出现了感冒症状 ， 除
了流鼻涕外 ， 她的双手手指 、
双腿还出现了麻木的症状 ， 腿
部肌肉酸胀不适、 乏力。

据悉， 格林巴利综合征是一
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发病机制
是身体的免疫系统攻击周围神
经， 导致神经传导损伤 。 该病
多数患者在起病前 1~3 周有呼
吸道或胃肠道感染的症状 ， 或
者接受了手术等， 免疫力处于
下降的水平。 而小周正是由于
长期不规律的作息 ， 加上受凉
感冒， 这才出现了手指和双腿
麻木乏力等症状， 因为没能及
时有效的治疗导致疾病进展 ，
最终出现了行走障碍等严重后
果。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森林 文
波） 邵阳市 88 岁的柳爷爷， 是位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 2 年前，
柳爷爷出现大便形状改变、 便血
症状， 自以为是 “痔疮” 并未引
起重视， 后经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到医院行肠镜检查考虑结肠恶性
肿瘤， 因高龄、 合并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 、 脑梗塞 、 水肿等疾病 ，
多个医院均因风险大未敢行手术
治疗。 保守治疗一段时间后， 柳
爷爷病情每况愈下。 由于近期出
现大便完全不能解出， 柳爷爷辗

转来到邵阳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
就诊。

入院后该院针对柳爷爷病情
完善术前评估及多学科会诊， 胃
肠外科主任刘森林认为柳爷爷还
有手术根治切除的机会， 向柳爷
爷及家属反复交待病情及治疗方
案 ， 介绍已成功救治患者经验 ，
消除了柳爷爷及家属顾虑， 随后
刘森林主刀为柳爷爷成功实行乙
状结肠癌根治术， 术后经 ICU 过
渡转回病房， 柳爷爷得以痊愈出
院。

������本报讯 (通讯员 申勤 王湘陵)
“目前， 我的体重每天以接近 500
克的速度在减轻 。 ” 近日 ， 身高
158 厘米、 体重 96 千克的肖女士
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了全
市首例减重手术， 术后半个月测
体重， 已减轻至 90 千克。

今年 37 岁的肖女士曾尝试多
种减肥方法体重均无明显减轻 ，
因肥胖出现过心悸 、 心律失常 、
妊娠糖尿病等多种并发症， 目前
还患有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
征， 每晚要佩戴呼吸机才能入睡，
否则会因为呼吸困难而憋醒。 该
院内分泌科专家经全面检查评估
后， 建议肖女士行减重手术治疗，
随后医院组织了 MDT 多学科会
诊， 制定详细的手术及治疗方案。
手术当日， 该院普通外科医生为
肖女士实施了腹腔镜下袖状胃切
除术， 手术历时仅 1 小时， 术中无
出血。

据悉， 减重手术的原理主要
就是改变消化道结构来影响胃和
脑部之间的激素传导功能， 人的
胃底分泌了大量的饥饿激素， 在
切除了部分胃之后， 饥饿激素的
分泌会大大减少， 让人减轻饥饿
感， 食物的摄入量相应减少， 从
而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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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家住衡阳常宁市 52 岁
的周常常 （化名） 算是到鬼门关打
了一转， 他万万没想到， 因为腹
痛、 腰痛， 差点没了命。

周常常因为腰腹部疼痛， 伴寒
颤高热 3 天未缓解， 来常宁市中医
医院治疗， 经主治医师王增光检查
诊断为右侧输尿管上段结石、 右肾
积脓、 肾积水。 在对周常常进一步
仔细检查时发现， 肾实质变薄， 意
识淡漠， 血压下降， 结合临床经验，
确诊为结石引发尿源性脓毒血症，
情况十分危急。 王增光马上给周常
常做急诊经皮肾造瘘置管引流手术，
术后抗感染治疗， 经过该院外科医
疗团队的精心治疗后， 周常常全身
症状逐渐缓解， 精神症状好转， 疼
痛减轻， 体温恢复正常， 转危为安。

“小” 结石延误治疗
惹出“大” 麻烦

“肾结石患者要及时就医， 若
延误治疗， 结石梗阻可导致尿液排
泄不畅， 长期集聚的尿液继发感
染， 将导致肾积脓， 肾盂内压力增
高， 细菌进入血液， 最终可发展成

尿源性脓毒血症。” 王增光介绍，
尿源性脓毒血症病情进展迅速， 容
易导致感染性休克乃至全身多器官
功能衰竭， 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所
幸的是周常常肾功能未完全丧失，
加上及时手术， 现在生命无大碍，
肾功能基本能恢复正常。

但家住常宁 72 岁的陈大常
（化名） 就没这么幸运了。 陈大常
因双侧输尿管结石一直无明显症
状， 并未引起重视， 也没有到医院
进行定期体检， 最终他因病情加重
引起梗阻， 错过最佳的手术治疗时
间， 导致肾功能损伤， 小便量少，
引起肾衰。 肾功能提示肌苷 1400
微摩尔 /升、 尿素 49.8 毫摩尔/升、
内生肌酐清除率 12.91 毫升/分， 肾
功能已完全丧失， 且造成电解质紊
乱。 王增光帮陈大常做了引流造瘘
术后， 转到 ICU 继续治疗， 今后
陈大常只能靠透析维持生命。

“不痛” 的结石更要引起重视

据常宁市中医医院外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汤甫秋介绍， 很多患者觉
得结石不是大病， 疼痛的时候有些人

能忍则忍， 或者靠吃药缓解， 有些不
痛的结石更是没有引起重视。

殊不知， 不 “痛” 的肾结石更
需要引起患者重视。 因为不痛的肾
结石可能令患者忽视治疗， 最终严
重损伤肾功能。

汤甫秋介绍， 其实肾结石痛不
痛主要取决于结石的大小， 以及有
无梗阻和继发性感染。 疼痛主要是
由于较小的结石活动范围大， 当小
结石进入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或输尿
管时， 为了促使结石排出， 输尿管
会发生剧烈蠕动， 于是出现绞痛。
即使结石小， 如果造成梗阻也需要
及时处理， 不然一旦结石发生嵌
顿， 疼痛就会慢慢缓解， 很多患者
往往认为病情缓解了， 其实此时结
石堵住输尿管可能造成肾积水， 导
致肾化脓性感染， 影响肾功能， 甚
至最终发展为尿毒症。

汤甫秋建议肾结石患者即使经
过专业医生评估， 暂时不需要处理
结石， 也要每半年复查一次 B 超以
及尿液分析， 一旦发现存在泌尿系
梗阻， 需要及时手术解除梗阻， 保
护肾脏功能， 防止肾积脓的发生。

������本报讯 （通讯员 李中连） 近
日， 娄底市骨伤医院肩肘手足显
微外科为濒临三度截肢的患者黄
先生成功实施股前外侧皮瓣复合
阔筋膜张肌肌皮瓣手术， 成功修
复了黄先生大面积缺损皮肤 ， 保
住了左腿。 目前黄先生踝关节活
动良好 ， 能拄拐杖短时间行走 ，
再经过后期的康复锻炼即可穿鞋
下地行走。

30 多岁的黄先生不久前在山
西省某工地工作时不慎被管桩砸中
左足， 导致左足五趾全部损毁， 被
迫截趾。 由于恢复不理想， 一个月
后， 黄先生被转送至当地一家医院
再次截除前足， 黄先生截趾后足底
及残端大面积皮肤缺损并感染严
重， 医院建议其沿小腿部位再行截
肢。 因为不愿再次截肢， 黄先生返
回湖南老家， 来到娄底市骨伤医院
肩肘手足显微外科寻求治疗。 经诊
断， 黄先生左前足缺损， 骨外露并
感染 50 余日， 该院肩肘手足显微
外科立即根据其病情与期望制定了
详细的治疗方案。

该院主治医师陈金强等人为
黄先生做了股前外侧皮瓣复合阔
筋膜张肌肌皮瓣手术 。 整个手术
需在显微镜下吻合动静脉及神经，
在修复保住肢体防止形成足底溃
疡的同时， 保持了双下肢等长防
止跛脚畸形。

7月 13日， 常德市第一中医医院专家团队来到常德军分区开
展三伏贴义诊活动， 为军分区全体官兵及文职人员把脉开方、 辨
证施贴， 根据体质进行个性化中医养生健康宣教， 针对疫情卫生
保健进行了全面科普。 通讯员 贺科 摄影报道

本报通讯员 周密 吴超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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