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吴靖刘心） 衡阳耒阳市 2
岁的男童琦琦 （化名） 半个月前被家人发现肚
子硬、 尿片上有淡红色血迹， 以为是上火、 积
食， 用了几种降火药， 奶奶还找来了 “土方”，
都不见效果。 家人带他辗转来到湖南省人民医
院儿童血液肿瘤科， 医生发现琦琦右肾有一个
11.5 厘米×10.1 厘米的巨大肿瘤， 而且已经破
裂出血， 危及生命， 立即为其安排了手术。 手
术切除了肿瘤和右侧肾脏， 术后病理诊断为肾
母细胞瘤。 目前， 琦琦恢复良好。

该院儿童血液肿瘤科主任贺湘玲介绍， 各
年龄段儿童包括新生儿都有可能患肿瘤， 发病
部位包括全身各个系统。 儿童恶性肿瘤 （癌症）
中最常见的是血液系统肿瘤， 还有淋巴瘤、 朗格
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其次为中枢神经系统
肿瘤， 包括脑瘤和脊髓肿瘤； 还有一些恶性实体
肿瘤， 例如神经母细胞瘤、 肾母细胞瘤、 肝母细
胞瘤、 软组织肉瘤、 生殖细胞肿瘤、 骨肿瘤、 视
网膜母细胞瘤等。 儿童癌症如果早诊早治， 整体
生存率在 80%以上， 远远高于成人肿瘤。

������本报讯 （通讯员 肖丹） 65 岁的浦大爷
（化名） 患有多年的精神分裂症， 最近身上开
始出现一些红疹， 逐渐出现成片散在水泡， 后
水泡不断增多出现破溃， 浦大爷开始疑神疑
鬼， 觉得是有人在他身上喷了毒药， 常在家把
门窗关紧， 再多加几把大锁锁上， 晚上也不敢
上床睡觉。 家人给浦大爷口服常规消炎药和涂
抹消炎软膏后均不见好转， 最近不得不来到湖
南省脑科医院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问诊。

根据症状、 体征、 实验室抗体检查结果，
该院躯体疾病精神科主任医师唐丽诊断浦大爷
是精神分裂症共病大疱性类天疱疮。 唐丽介绍，
大疱性类天疱疮又称老年天疱疮， 是一种好发
于老年人的慢性大疱性皮肤病， 发病率较低；
一般认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 大部分患者发病
年龄在 60 岁以上， 常常先发生于身体的一个部
位， 半月到数月后发展到全身， 伴有瘙痒， 还
有的可以损伤到口腔黏膜。

浦大爷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后， 精神
症状和老年天疱疮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皮肤红
疹消失后顺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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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新闻

2022年3月3日 星期四 编辑：王璐 邮箱：45082064@qq.com� �版式：谢敏智03康·服务健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珂） 64 岁的姚阿姨患
有糖尿病已有十几年了， 不久前因为脚上很小
的一个伤口发生感染， 姚阿姨开始发烧， 伤口
不仅没有愈合， 反而出现了溃烂、 发黑的症
状， 并伴有难以忍受的疼痛。 多家医院的医生
看了姚阿姨的症状后， 给出的治疗方案是截
肢。 为了避免截肢， 姚阿姨辗转来到郴州市中
医医院创面修复科就诊。 该院外四科主任杨春
晖综合姚阿姨病情多方考虑， 给姚阿姨实施了
微创骨膜牵张术， 姚阿姨术后左下肢血流恢复
通畅， 脚趾的伤口基本愈合， 成功 “保肢”。

杨春晖介绍， 骨膜牵张技术是在张力-应
力法则作用下， 组织再生能力被激活、 加强，
通过给予一定应力性牵拉， 骨骼及其附着的肌
肉、 筋膜、 血管、 神经会同步生长。 可诱导糖
尿病足下肢微血管网再生， 促进足部溃疡愈
合、 避免截肢， 降低糖尿病足整体风险。 该技
术切口更小， 术后不影响患者活动， 术后牵张
的时间短， 并发症少， 为糖尿病足的保肢治疗
提供了良好的方案。

早春天气多变
四种宝宝常见传染病要警惕

�������岳阳市云溪区彭华丰、 易锡钧是一对恩爱的
老年夫妻， 前不久他们在中国红十字会器官捐献
网上完成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登记。 2 月 22 日，
彭华丰老人突发疾病安详离世， 家人遵照他的生
前遗愿联系上湖南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接到通知的湖南省红十字角膜捐献爱尔眼科接收
站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
往岳阳， 与家属共同完善捐献手续， 并进行眼角
膜捐献及遗体交接。 图为彭华丰家人在捐献确认
书上签字。

通讯员 潘爱华 杨丽红 摄影报道

�������最近长沙天气变化多端， 一些传染性疾病也来“凑热闹” 了。 长沙市第一医院儿科医学
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王香云日前列举春季宝宝常见 4种传染性疾病， 提醒家长积极预防。

老夫妻双双约定
捐献眼角膜及遗体

���一、 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传播途径： 以空气飞沫直
接传播为主， 也可通过黏膜直
接或间接接触传播。

主要症状： 急起发热 (体
温可达 39~0℃)， 伴有畏寒、 头
痛、 乏力、 全身肌肉酸痛和呼
吸道症状。 婴幼儿易合并肺炎，
呕吐、 腹泻也是常见表现。 当
患儿出现神志改变、 呼吸困难、
气促、 严重呕吐和腹泻、 少尿、
反复高热等症状时可能是患上
了重症流感， 可以出现多种并
发症， 需立即就诊。

二、 水痘

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
病毒引起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急性传染病。

传播途径： 主要是空气飞
沫传播， 接触疱疹液也可以感
染。

主要症状： 先出现发热 、
乏力、 咽痛等前驱症状， 1~2
天后头、 面、 躯干及四肢逐渐
可见皮疹， 皮疹继之成水疱，
易破溃， 2~3 天后结痂， 一周
左右痂皮脱落愈合， 一般不留
瘢痕。 部分患儿可以出现皮肤
感染、 肺炎等并发症。 免疫缺
陷儿童， 特别是接受化疗和粒
细胞缺乏患儿常出现重症水
痘， 病情危重。

三、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
起的急性传染性疾病， 学龄前
儿童多见， 尤其是 3 岁以下儿
童好发。

传播途径： 主要经粪-口
途径传播， 其次密切接触、 呼

吸道飞沫也是重要传播方式，
如接触口鼻分泌物、 皮肤黏膜
疱疹液或被污染的手和物品都
可以被感染。

主要症状： 发热， 手、 足、
臀及口腔黏膜斑丘疹和疱疹。
重症患儿早期可以出现反复高
热， 甚至出现嗜睡、 惊跳、 头
痛等神经系统受累表现， 若未
得到及时治疗可以引起心肺功
能受累进展为危重型。

四、 流行性腮腺炎

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
病毒所致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

传播途径： 呼吸道传播为
主。

主要症状： 病初可出现头
痛、 发热、 乏力、 厌食等， 但
有些儿童无前述症状即出现
“耳痛”， 咀嚼时加重， 随后出
现腮腺肿胀， 常先见一侧， 然
后另一侧相继肿大。 部分患儿
可并发脑膜炎、 胰腺炎和睾丸
炎等。

王香云提醒， 这 4 类疾病
均儿童好发， 预防的重点还是
要防患于未然， 适龄儿童一定
要按国家免疫规划政策及时接
种疫苗， 同时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和咳嗽礼仪 ， 坚持戴口
罩、 勤通风、 常洗手。 一旦发
生感染也不要惊慌， 及时就医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长沙市第一医院儿科成立
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是湖南
省最早成立的儿科专业之一。
大半个世纪以来， 经过几代人
的不懈努力， 现已发展成为集
医疗、 教学、 科研、 预防保健
和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
医院的儿科医学中心。

目前该中心涵盖 0~14 岁

儿童各个系统常见病、 多发病
及疑难危重疾病的诊治。 其中
PICU 包括儿童各种急性中毒、
哮喘持续状态、 重症肺炎、 重
症手足口病、 不同病原所致重
症颅内感染、 多脏器功能障碍
或衰竭等疾病的抢救； 普儿科
包括各种肺炎、 反复呼吸道感
染、 急慢性腹泻病、 胃炎和消
化道溃疡、 婴儿肝炎综合征、
过敏性紫癜、 肾炎、 风湿热、
川崎病、 病毒性心肌炎、 病毒
性脑炎、 儿童糖尿病、 甲状腺
功能亢进症、 先天性肾上腺皮
质增生症等多种疾病的诊治。

此外， 该中心新生儿科还
擅长各类新生儿疾病的诊治， 如
极早早产儿、 超低出生体重儿、
新生儿肺透明膜病、 新生儿呼吸
窘迫综合征、 肺出血、 新生儿窒
息、 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新
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 新生儿败
血症、 新生儿肺炎、 新生儿高胆
红素血症、 新生儿溶血病以及高
危儿、 艾滋病/乙肝/梅毒等暴露
新生儿的诊治等。

儿童保健门诊设有性早熟、
矮小症、 ADHD 专病门诊。 作
为长沙市儿童残疾鉴定定点单
位和长沙市残联 “儿童康复项
目救助定点机构”， 该院儿童保
健及康复中心针对脑瘫、 发育
迟滞、 运动障碍、 步态异常、
肌性斜颈、 言语及构音障碍、
吞咽障碍、 学习障碍、 孤独症、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进行
诊断和治疗， 同时开展新生儿
神经行为测定、 听力筛查、 视
力筛查、 骨密度测量、 高危儿
生长发育监测、 发育异常的早
期诊断和早期干预、 0～6 岁儿
童早期教育、 儿童智力测定 、
儿童感觉统合失调的训练等。

本报通讯员 朱俐莎 谭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