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谢晓华）
86 岁的曹爷爷患有冠心病多
年， 坚持遵医嘱服用抗血小板、
降血脂、 降血压、 扩张冠脉血
管及抗心律失常的药物， 病情
控制得不错。 可从半年前开始，
曹爷爷开始没原由地一阵阵心
慌， 发作的时候感觉心脏要从
嗓子眼里蹦出来， 脉搏也特别
乱， 曹爷爷最近来到长沙市第
三医院全科医学科就诊。

该院主治医师李达为曹爷
爷完善 24 小时动态心电图检查
发现， 引起曹爷爷心慌的原因
是严重的心律失常， 如果不加

以控制还可能出现心绞痛、 心
衰等危险情况。 什么原因导致
曹爷爷出现如此严重的心律失
常呢？ 在积极改善心肌缺血及
抗心律失常治疗的同时， 全科
医学科副主任梁珍玲带领科室
医护团队反复与曹爷爷及家属
沟通， 寻找一切可能的线索。

这时， 曹爷爷老伴儿无意
中的一句话引起了团队的注意。
她说， 曹爷爷一直以来都有打
鼾的毛病， 鼾声特别大， 常常
吵得她睡不好。 梁珍玲立刻安
排曹爷爷进行睡眠呼吸监测 。
结果显示曹爷爷的情况符合睡

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夜
间还出现了重度低氧血症， 曹
爷爷频发室性早搏的原因正是
与其严重的低氧血症有关。 在
建议曹爷爷睡觉时佩戴呼吸机
改善呼吸一个月后， 其心慌的
症状明显好转， 心慌症状消失。

梁珍玲介绍， 睡眠呼吸暂
停低通气综合征是心律失常的
诱因之一， 它是以睡眠期呼吸
节律异常及通气功能异常为主
要表现的一组疾病， 临床特点
是睡眠时打鼾、 呼吸暂停和日
间嗜睡， 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
健康和生活质量。

跛行数月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旭明 林滔） 前不久，
65 岁的秦奶奶出院时， 给益阳市第三人民
医院神经外科送来锦旗表达她的感谢。 经历
了 8 个多月腿脚不便、 提腿费力、 2 个月跛
行进行性加重的她来该院就诊， 诊断为 “左
额顶叶脑膜瘤”， 神经外科团队为其成功施
行了瘤体切除手术， 术后 3 天， 秦奶奶就能
下床独立行走， 出院时已步履如常。

该院检查发现， 秦奶奶因肿瘤有鸡蛋大
小， 已压迫运动中枢引起对侧身体运动障
碍， 且随肿瘤生长受压症状呈进行性加重，
急需手术治疗。 神经外科副主任王旭明组织
科室精干力量讨论后制定详细治疗与肿瘤切
除手术方案， 随后专家团队为秦奶奶成功进
行游离瘤体切除。

据悉， 脑膜瘤是一种良性肿瘤， 女性发
病率高于男性。 早期症状轻微、 进展缓慢，
诊断有一定困难， 常在体检中发现。

铁钉伤眼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巧） 近日， 长沙爱尔
眼科医院眼外伤专科主任朱俊东为一位严重
眼外伤患者成功实施了 “玻切+折叠式人工
玻璃体球囊植入术”， 术后第二天， 患者无任
何不适反应， 囊袋位置理想， 视网膜平伏，
成功达到预期效果， 避免了眼球摘除的风险。

55 岁的谷先生来自张家界市， 半个月
前， 他在工地做工时不慎被铁钉击伤左眼。
谷先生赶到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后， 朱俊东第
一时间为他进行了详细检查。 随后， 朱俊东
为谷先生实施了一期手术治疗， 为其左眼角
膜进行清创缝合， 并通过巩膜探查进一步明
确其眼内情况， 随后实施了玻璃体腔注药
术。 两周后， 朱俊东为谷先生实施了 “玻
切+折叠式人工玻璃体球囊植入术”。

朱俊东介绍， “折叠式人工玻璃体球囊”
是模拟人自然玻璃体腔形状设计的一个与玻
璃体形状非常吻合的 “袋子”， 先将它通过微
创切口植入眼内， 再通过引流阀将硅油注射
到 “袋子” 里去， 以实现顶压视网膜的长期
稳定， 恢复自然玻璃体对眼球形态的维持和
支撑功能， 同时避免了填充介质 （硅油） 与
眼内组织结构的直接接触而带来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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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岁的小琪一年多前月经
初潮后， 经期一直不规律， 总是
滴滴答答， 没完没了， 有时月经
量又特别大， 一不小心还会弄脏
裤子。 小琪妈妈刚开始以为孩子
年龄小， 月经不规律很正常， 一
直未予重视。 随着时间推移， 孩
子月经仍然未规律， 已经没有办
法静下心来学习。

小琪妈妈带着小琪来到湖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
童保健专科门诊就诊。 经过详
细检查， 小琪被确诊为青春期
子宫功能障碍性出血。 经过一
段时间的中药治疗， 小琪的病
情得到缓解。

什么是青春期子宫功能障
碍性出血？ 该病如何调护与治
疗？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儿童保健专科门诊副主任
医师杨静宜进行了详细介绍。

“压力大”或是该病成因之一

杨静宜介绍， 青春期子宫
功能障碍性出血简称青春期功
血， 指初潮后由于神经内分泌
调节功能不完善， 引起生殖内
分泌紊乱， 造成无排卵为主的
子宫异常出血。

该病好发于月经初潮后数年
内的青春期女生， 主要与青春期
少女初潮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调节关系不稳定有关， 学业压力
大、 过度劳累、 剧烈活动、 应急
刺激等外界因素也是致病因素。
短期青春期功血反复发生， 易给
孩子带来思想心理负担， 出现记
忆力减退， 学习成绩下降。 长期
未愈则有可能引起贫血， 延误治
疗严重者可引起休克甚至生殖功
能的损害。

该病出血特点为“三不”

据了解， 青春期子宫功能
障碍性出血特点为 “三不”： 周
期长短不规律， 经期长短不一，
血量多少不定。 主要临床表现
为阴道大量出血 、 周期延长 、
淋漓不尽， 并继发严重贫血甚
至生殖功能的损害。

年轻女性如有以下几种情
况需考虑青春期子宫功能障碍
性出血。 1.月经过多 ： 周期规
则， 但经量过多 (大于 80 毫升)
或经期延长 (大于 7 天 )。 2.月
经频发： 周期规则， 但周期短
于 3 周 ( 21 日 ) 。 3.不规则出
血： 周期不规则， 经期长而经
量不多， 淋漓不净。 4.子宫不规
则过多出血： 周期不规则， 血
量过多。

杨静宜提醒， 月经初潮后
1~2 年， 绝大多数女孩月经都
不规律， 有的持续时间会更长。

但如果出现了月经量增多、 经
期时间长 、 月经频发的情况 ，
尤其持续了好几个月时， 一定
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就诊。

防治该病，需“身心”结合

对于青春期子宫功能障碍
性出血患者， 西医采用外源性
给予雌孕激素周期性序贯性治
疗。 中医则认为月经的产生是
在肾气盛 、 天癸至的前提下 ，
加上气血、 经脉、 脏腑功能的
调和， 才能按月来潮。 中医通
过辨证施治， 固冲止血， 调和
阴阳， 调整月经周期， 促使卵
巢功能完善和排卵。

青春期少女由于心智尚未
成熟， 缺乏对月经健康知识的
了解而容易延误治疗时机。 因
而对出现月经不调的青春期少
女需要消除不良心理因素的影
响， 避免过度紧张和各种精神
刺激。

父母要多与孩子沟通交流，
帮助她们释放不良情绪， 指导
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尤其
在月经期要做好学习和运动劳
逸结合 ， 做好自我卫生护理 。
另外， 月经期间可以吃一些高
铁、 高蛋白的食物， 同时注意
保暖。

本报通讯员 王鑫 陈双

小伙腰疼

������本报讯 （通讯员 蒋丹丹） 35 岁的李某
因为腰部疼痛近日就诊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
院泌尿外科门诊， 完善相关检查后， 该院泌
尿外科专家给他开出了医嘱： “白天喝水，
晚上蹦迪。”

生病了还建议晚上蹦迪是怎么回事？ 原
来， 李某是一家酒吧的服务员， 因为工作原
因， 一般是夜间工作， 白天基本处于睡眠状
态， 生活饮食极度不规律， 长期以往就被泌
尿系结石盯上了。

李某的 CT 结果显示， 结石位于输尿管
膀胱连接处， 约 0.3 厘米大小， 参照结石的
大小及位置， 泌尿外科医生判断通过饮水和
运动这颗小结石有脱落的可能性， 结合李某
的工作性质， 所以开出了 “白天喝水， 晚上
蹦迪” 的医嘱。

据了解， 泌尿系结石好发于代谢异常以
及有尿路梗阻或感染人群， 可发生于肾脏、
输尿管、 膀胱、 尿道的任何部位。

�������邵阳市洞口县人民医院认真落
实省、 市、 县关于安全生产的文
件要求， 积极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做好职工消防安全培训工作， 树
立“安全有我， 人人有责” 的意
识。 强化各项安保措施， 保证医院
正常的工作秩序。 图为 1 月 8 日医
院安保人员进行反恐演练。

通讯员 王道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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