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袁新科） 17 岁
女孩小柔 （化名） 因全身浮肿两个
月、 胡言乱语一周等不断加重的症
状， 前来长沙市第一医院肾病风湿免
疫科就诊。 经医生仔细询问发现， 小
柔一月前就因浮肿就诊于当地医院，
当时被诊断为 “系统性红斑狼疮以及
狼疮性肾炎”。 当地医生拟予以激素
治疗， 然而小柔拒绝使用激素治疗，
擅自购买网络售的所谓 “民间秘方”
服用。 服用两个月后， 小柔的浮肿不

见好转， 又出现身体高热、 胡言乱
语、 手臂溃疡脓肿等精神神经和免疫
系统症状， 不得不来到长沙市第一医
院肾病风湿免疫科就诊。

入住长沙市第一医院后， 小柔
接受了相关检查， 确诊为系统性红
斑狼疮。 医生予以激素、 抗生素、
免疫球蛋白、 血浆置换治疗， 并先
后予以肾穿刺活检以及手臂的切开
引流治疗。 随后， 小柔病情逐渐好
转， 顺利出院。

该院肾病风湿免疫科主任黄映红
提醒， 初发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一
定要正确认识疾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
是一种全身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该
病一旦确诊， 伴随终身， 不能治愈，
但药物控制较好时可长期稳定。

激素迄今仍是治疗系统性红斑
狼疮的主要药物， 合理正确使用激素
不但可迅速控制和缓解病情， 药物的
不良反应也会尽可能降到最低， 使疾
病长期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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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颌畸形， 是口腔医学的专业
术语， 提起这个词大多数人可能想
到的是牙齿不齐、 牙齿前突、 地包
天等牙齿问题， 觉得是小时候不良
口腔使用习惯所致。 其实， 错颌畸
形原因远不止于此， 它是在儿童生
长发育过程中， 由先天的遗传因素
或后天的环境因素如疾病、 口腔不
良习惯、 替牙障碍、 外伤、 牙周病
等原因， 造成的牙齿排列不齐、 上
下牙弓牙合关系的异常、 颌骨大小
形态位置的异常 、 面部畸形等问
题， 是关于牙齿、 颌骨、 面部三者
直接协调性的系列问题。

长沙市口腔医院星沙门诊部主
任李伟奇教授擅长儿童、 成人各类
牙颌畸形的矫正， 具有丰富的口腔
临床经验。 他勤奋好学， 业务上精
益求精、 不断突破； 他爱岗敬业，
工作上苦干实干、 无私奉献， 从医
30 余年， 他用行动诠释了 “医者仁
心” 的高尚品德， 赢得同仁以及患
者们的一致称赞和认可， 成为口腔
正畸领域的 “活招牌”。

口腔正畸 需要有双“慧”眼

错颌畸形在人群中比较常见，
在 我 国 的 发 病 率 约 为 29.33％ ～
48.87％， 错颌畸形的表现是多种多
样的。 畸形的病因大致分两部分，
一部分为遗传因素 ： 包括种族演
化、 个体发育、 遗传特点和遗传综
合征； 另一部分为环境因素： 包括
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 由于颌骨畸
形发病因素多样、 形态复杂， 要求
口腔正畸医生不仅拥有超强的业务

能力， 更要拥有一双敏锐、 细腻又
“爱美” 的眼睛。

17 岁的小陈 （化名） 由于自小
缺乏口腔卫生保健意识， 导致右侧
上下颌第一磨牙龋坏仅剩残根。 李
伟奇接诊小陈后， 通过检查其口内
情况 ， 观察面型， 结合 CT、 头影
测量片及模型分析， 决定通过拔除
右侧两颗残根及左侧上下颌第一前
磨牙后固定矫治， 关闭间隙， 调整
尖磨牙咬合关系， 最终成功排齐了
小陈上下牙列， 使其拥有了一口健
康美观、 功能稳定的牙齿。

正是拥有这样 “功能+美观 ”
兼具的优秀业务能力， 2006 年， 李
伟奇被长沙市口腔医院委以重任，
带领团队来到长沙县开启了 “拓
荒” 之路。 在他的带领下， 该院第
一个门诊部———星沙门诊部 15 年
间， 年门诊量从最初的 6000 人次
增长到 2020 年的 40000 余人次 ，
成为湖南省内唯一配备四手操作的
示范门诊部。

身先士卒 诠释医者仁心

在临床工作中李伟奇发现， 常
见的口腔误区是导致大家造成各类
口腔问题的关键。 他说： “常见的
口腔误区有拔牙会使其他牙齿松
动、 洁牙产生大牙缝、 乳牙龋坏没
关系……这些错误认识直接导致了
患者遇到口腔问题怠于治疗， 最后
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

为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提升民
众的口腔健康意识， 预防口腔疾病，
李伟奇常年组织门诊部医务人员对长

沙县周边群众进行免费口腔健康检查
和宣教。 针对口腔问题高发的老年人
群， 李伟奇带领科室人员对老年人进
行针对性口腔健康讲座， 宣传老年健
康政策的同时， 还结合老年人特点，
通过科普视频等方式宣传老年口腔健
康与全身健康的关系， 提高老年人对
龋齿、 牙周疾病、 口腔黏膜疾病防治
以及义齿修复等治疗的认识。 此外，
李伟奇多次身先士卒， 带动医务人员
自筹爱心款捐赠给敬老院老人， 免费
为老人口腔体检， 并组织老年人看诊
免挂号费等活动。

30 多年从医的历程中， 李伟奇
始终把患者至上、 敬业永恒作为自
己的追求。 不管是工作日， 还是双
休日， 不管是狂风暴雨， 还是漆黑
深夜， 只要患者需要， 他总是以最
快的时间到达科室， 时常连续工作
十几个小时也不知疲倦。 他对工作
的热情、 认真、 负责得到广大患者
的一致好评。 李伟奇连续 10 年获得
医院三等功， 在他的模范带头作用
下， 星沙门诊部科室各项业务的发
展指标在全院名列前茅， 门诊部连
续 10 年获得该院先进科室和零投诉
科室； 连续 7 年获得该院 “先进工
会小组” 称号； 自设奖 5 年来均每
年获得该院 “优质护理服务” 先进
科室； 2016 年获得长沙市妇联颁发
的 “巾帼文明岗” 称号； 2017 年获
得 “市级工人先锋号” 称号。 一直
以来， 李伟奇用他的 “爱心、 耐心、
责任心”， 诠释着医者 “关爱无限、
敬业永恒” 的工匠精神， 为医院同
仁树立了一面璀璨的旗帜。

������本报讯 （ 通 讯 员 罗琛 ）
“做完手术我身上没有伤口， 而
且术中也没有任何不适， 真的很
感谢益阳市人民医院的专家们。”
近日， 杨阿姨喜笑颜开地从益阳
市人民医院出院了。 她成为该院
腔镜中心首例接受内镜下胃底间
质瘤全层切除术的患者。

杨阿姨 3 年前接受胃镜检查
时发现胃部有一肿瘤， 因无不适
一直未予处理。 近日， 为求进一
步诊治， 杨阿姨来到益阳市人民
医院消化内科。 经胃镜、 超声内
镜、 CT 检查， 提示杨阿姨胃底
部粘膜下肿物来源于胃固有肌
层， 初步考虑为间质瘤。

间质瘤是常见的胃肠道软组
织恶性肿瘤， 可以发生在消化道
的任何部位， 但最常发生于胃。
发病年龄多为 50～70 岁， 临床症
状多变， 从无症状到非特异性的
胃肠道不适 、 腹痛或触及包块
等。

结合杨阿姨的具体病情， 该
院消化内科主任刘凯组织科室召
开病情讨论会， 为其行内镜下胃
底间质瘤全层切除术。 该术式是
治疗消化道固有肌层肿瘤的一种
新兴的内镜治疗技术。 通过 “主
动” 穿孔， 将整个胃壁切穿， 剥
除肿瘤， 并应用钛夹夹闭创面或
尼龙绳荷包缝合创面进行消化道
壁修补。 该方法可以切除来自于
粘膜固有肌层的肿瘤， 而不必外
科手术切除。 与传统外科手术方
法相比， 该术式具有对患者侵袭
小、 避免胃大部切除、 无疤痕、
住院时间短、 费用低、 病员耐受
性好、 恢复快等优点， 充分体现
了经自然腔道微创治疗的优越
性。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柳） 大
学生小刘几天前摸着脖子走进长
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诊室： “医
生， 快看看我是不是晒伤了， 脖
子后面又痒又痛 ， 想挠又不敢
挠， 太难受了！” 接诊的皮肤科
副主任医师张碧红仔细查看小刘
“黑白分明” 的颈部， 只见他面
颈部有边界清晰的暗红斑， 还有
局部水肿， 结合防晒不规范的日
晒经历 ， 诊断他为 “急性日晒
伤”。

急性日晒伤， 又称 “日光性
皮炎”， 是皮肤过度暴露于紫外
线下产生的炎症反应， 患处可出
现红肿、 灼痛、 痒痛、 皮肤脱屑
等症状， 严重者还会出现头痛、
恶心、 呕吐等全身症状。 张碧红
建议小刘服用羟氯喹以减少紫外
线诱发的肿痛反应， 外用药膏抗
炎， 并在这段时间尽量避免晒太
阳。

��������近日， 湖南省脑科医院组织开展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家属团体心理治疗， 来自江西、 湖南
等地的 7 位阿尔茨海默病家属参加。 该院副主
任医师肖剑英表示， 团体心理治疗就是让团员
们从团体带领者和团员们的讲述中了解阿尔茨
海默病病情的发展经过， 每个不同阶段的照护
方法和经验， 有效缓解家属照护焦虑和孤独感，
让阿尔茨海默病的照护者们不再孤独煎熬。

通讯员 程杰 摄影报道

口腔正畸领域的“活招牌”
———记长沙市口腔医院星沙门诊部主任李伟奇教授

本报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刘芳

阿尔茨海默病家属团体心理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