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肖敏敏 陈亚男）
七旬刘大爷家住张家界， 5 个月前感到
胸痛、 胸闷不适， 于是到当地医院就诊，
被确诊为结核性胸膜炎。 医生采取综合
治疗后， 刘大爷病情好转， 但他出院后
便自行停掉所有抗结核药物， 也没到医
院复查。 2 个月前， 刘大爷洗澡时无意
发现， 前胸壁有一粒花生米大小的肿块，
并逐渐长成鸡蛋大小， 他意识到情况不
妙， 来到湖南省胸科医院就诊。

该院内七科主任王玉梅带领团队为
刘大爷完善相关检查发现， 刘大爷不仅
患上结核性胸膜炎， 还合并支气管结
核、 肺结核、 胸内淋巴结结核及 “难
缠” 的胸壁结核。 刘大爷的胸壁结核
已破溃流出脓液， 还合并了混合性感
染， 出现红肿、 压痛。 若再拖延治疗，
脓肿可能破溃至胸腔及肺内， 后果不
堪设想。

王玉梅提醒， 结核病的治疗需要一
个较长的时间， 在治疗过程中， 身体不
适症状的消失并不代表结核菌已被全
部消灭， 结核病患者一定要坚持 “早
期、 规律、 联合、 适量、 全程” 的治疗
原则， 遵医嘱治疗， 切勿自行停药、 加
药、 减药。

������本报讯 （通讯员 周夏明） 年近七旬的
高奶奶饱受胆道结石病痛折磨 5 年余， 先后
进行过两次大型肝胆手术， 但结石仍在短期
内复发， 此次高奶奶再次因反复上腹部疼痛
伴发热来到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就
诊。 该院普外科主任吴军团队为高奶奶完成
了一系列的检查， 诊断为： 肝胆管多发结石
并胆管炎、 右肝管汇合部狭窄、 十二指肠憩
室、 左肝部分切除术后、 胆囊切除术后、 膜
部瘤并室间隔小缺损。

随后， 由吴军带领的普外科专家团队为
高奶奶进行了手术治疗。 术中可见腹腔粘连
严重， 肝脏面广泛膜性粘连， 寻找目标胆管
极为困难， 经肝表面触诊明确 “结石感”，
术中予切除 IVb 段部分肝组织， 找到右肝管
汇入肝总管明显狭窄处， 并解除这处最主要
的手术难点。 克服重重困难， 治疗团队成功
完成手术。 奶奶术后恢复良好， 目前已顺利
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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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夏日炎热时， 各种短
袖、 短裙、 短裤等夏日必备衣
服也开始上阵了。 但清爽的同
时 ， 各种虫咬伤也接踵而来 。
长沙市中心医院 （南华大学附
属长沙中心医院） 皮肤科最近
收治数例虫咬伤病例。 专家提
醒： 夏日炎炎， 小心蚊虫来犯，
谨防虫咬伤。

散步被蜘蛛“亲”一口
60岁阿姨手臂红肿就医

几天前的一个傍晚， 家住
长沙雨花区的周阿姨外出散步
时， 突然感觉有一个黑黑的小
虫从眼前落下， 紧接着右上臂
感觉被叮咬了一下， 低头一看，
发现是一只蜘蛛趴在手臂上 ，
周阿姨赶紧将蜘蛛打落。 “当
时手臂处仅有一个红色的小瘀
点 ， 第二天右手臂又红又肿 ，
又痒又痛！” 周阿姨赶紧到长沙
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就诊。

接诊的主治医师刘颖科发
现 ， 周阿姨右上臂大片红斑 、
肿胀、 皮温增高， 红斑中央可
见紫色瘀斑， 瘀斑处有明显触
痛。 结合病史， 初步诊断周阿
姨为蜘蛛叮咬， 属于虫咬皮炎
的一种。 在检查完肝肾功能正
常的情况下， 刘颖科为周阿姨
开了抗炎、 止痒、 消肿的药物。

医生提醒： 蜘蛛叮咬后 ，
被蛰伤处出现针刺样疼痛， 可
见小片状青紫， 部分可见点状

“牙痕 ”， 可伴有头晕 、 恶心 、
呕吐等不适， 严重者出现心肌、
肝肾功能损伤等系统损害， 因
此应及时就医， 需要做血液检
查判断严重程度， 以免延误治
疗。

背部长了一个“坨”
怎料是吸饱了血的蜱虫

家住雨花区的刘良 （化名）
洗澡时发现背部突然长了一个
“坨”， 有点轻度的瘙痒， 而且
这个 “坨 ” 竟然自己会长大 。
于是第二天， 刘良赶紧来到长
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就诊。 刘
颖科检查发现， 刘良背部皮肤
可见小片红斑， 中央这个 “坨”
竟是一只吸饱了血的蜱虫， 紧
紧地吸附在刘良的皮肤上。

据刘良回忆， 近来他每日
都会到野外垂钓， 这个蜱虫应
该是钓鱼时不慎沾染的。 由于
蜱虫吸附太紧， 医生用普通医
疗手段无法将蜱虫顺利取出 ，
只好局部手术切除。

医生提醒： 夏季外出时务
必加强个人防护， 进入树林或
野外， 要穿长袖衣衫， 扎紧腰
带袖口， 颈部系上毛巾。 如果
发现皮肤上有状如豆子的鼓胀
不明物 ， 要警惕蜱虫的可能 。
若确定为蜱虫， 切勿自行强行
拔除。 因为蜱虫有倒刺， 强行
拔除可能会损伤皮肤， 且蜱虫
的口器可能会折断在皮内。 可

试用酒精涂抹， 让其自行脱落，
如不能脱落， 建议就医处理。

晨起突发片状水疱
原是隐翅虫皮炎

“医生， 我一早起来就发
现脸上、 脖子上、 手臂上突然
出现一条条疱疹， 又痒又痛！”
35 岁王先生最近前来该院就
诊。 接诊的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刘雷山检查后诊断， 王先生为
隐翅虫皮炎。

刘雷山指出， 隐翅虫皮炎
一般 6 月份开始出现， 8~9 月
份是发病的高峰期， 10 月份减
少。 由于夜晚灯光引诱， 隐翅
虫通过开放的门窗进入室内 。
隐翅虫体液毒素沾染皮肤， 会
导致红斑 、 肿痛 、 痒 、 水疱 、
发热、 化脓等症状； 严重者疼
痛剧烈， 常伴有体温升高及局
部淋巴结肿大、 头昏、 头痛等
症状。

医生提醒： 夏季尽量避免
在潮湿、 阴凉的户外活动； 尽
量穿长袖衣物， 避免过多皮肤
裸露在外 。 安装纱门 、 纱窗 ，
阻止毒隐翅虫飞入室内。 一旦
发现隐翅虫落到皮肤上， 切勿
用手拍打， 防止其体内酸液溢
出灼伤皮肤， 只需轻轻将隐翅
虫吹走即可。 若被隐翅虫叮咬，
切忌抓挠， 应立即用肥皂水冲
洗患处， 并立即就医。

本报通讯员 高琳 陈秀芳

夏日炎炎 蚊虫活跃

当心蜘蛛、蜱虫、隐翅虫伤身

������本报讯 （通讯员 谭诗淼） 近日， 陈先
生 （化名） 来到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创面修复科就诊， 看诊时， 他 “宁愿
站着 ， 不愿意坐着 ”。 医生仔细询问之后
发现， 原来陈先生左臀部长了一颗鸡蛋大
的 “肉坨坨 ”。 陈先生自述 ， 肉坨起初只
有米粒大小 ， 无甚感觉 ； 没想到半年过
去， 越长越大， 他坐立难安， 这才来到该
院求诊。 了解病情、 完善相关检查后， 医
生迅速为陈先生安排手术治疗。 手术顺利
切除病灶， 并行病理检查， 诊断为 “脂肪
瘤”。

据了解， 脂肪瘤是一种生长缓慢的良性
肿瘤， 极少癌变。 可发生于身体任何有脂肪
的部位， 特别好发于四肢、 躯干、 头面部等
体表， 也可见于肝、 肠等内脏部位。 通常表
现为皮下一个或多个肿块。 单个的脂肪瘤可
能较大， 没有压痛， 而多发的脂肪瘤体积可
能较小， 并伴有疼痛。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婷 张明铭） 7 岁的
小青 （化名） 几天前突然头痛欲裂 ,右侧身
体没有知觉， 随后陷入昏迷， 在当地医院检
查提示为颅内出血。 当地医生建议立即转上
级医院治疗。 当天晚上 12 点， 救护车将小
青送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急诊室。

该院神经外科急诊医生对小青病情进行
了评估， 并急诊行全脑血管造影 （DSA），
造影结果提示左侧顶枕叶血管畸形破裂出
血。 在对病情进行综合评估后， 神经外科副
主任张明铭团队迅速为小青实施了神经电生
理监测下左侧顶枕叶血肿清除术+功能区动
静脉畸形切除术， 术后第三天小青即可下床
行走， 复查 DSA 显示血管团未显影， 且未
遗留任何神经功能障碍。

张明铭介绍， 青少年儿童出现突发头
痛、 呕吐、 意识和肢体活动障碍等症状时需
警惕脑血管畸形， 需要完善全脑血管造影明
确诊断， 诊断后需进行综合评估， 选择合适
的治疗方案进行 “拆弹”。

�������6 月 14 日， 长沙市第三医院与长沙
市金盆岭街道的狮子山和夏家冲社区联合
开展免费线上问诊活动， 老年病科、 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及骨科专家与多位社区居
民通过屏幕， 面对面沟通健康问题。 此次
线上问诊是该院继开展远程心电、 远程影
像诊断、 远程多学科会诊后， 加快互联网
医院建设的又一便民举措， 为广大群众搭
建家门口的“诊室”， 打通寻医问药的
“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唐梦辉 周虹 摄影报道

免费线上问诊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