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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孝心感动主刀医生

手术成功后医生给患者送锦旗
武汉晚报讯（记者刘璇 通讯员刘望
罗瑶）病人儿女的孝心感动了主刀医生，
为帮助家境拮据的病人省钱， 医生花了
一整天时间，终于找到合适的便宜支架，
完成了手术。 7月11日，武汉市第六医院
肝胆胰&血管外科袁林主任和钟若雷医
生， 将一面锦旗送给了来复查的患者江
阿姨一家人。
68岁的江阿姨是监利人，20天前她
突发腰背剧痛， 当地医院按肾结石给她
治疗了5天，一直不见好转。 两个女儿将
她接到武汉，送进了市六医院，这才查出
腹主动脉上有个拳头大小的瘤子。 袁林
主任仔细阅片后， 推断瘤体已经破裂过
一次，它在腹膜后，被层层包裹，形成了
一个大血肿，感染严重。 它犹如一颗定时
炸弹，随时有可能再次破裂致命，必须尽
快手术。
管床医生钟若雷提出了两个方案。
开刀，堪称普外科最大手术；植入支架，
创伤小但植入后被感染灶波及， 就白放
了。 一个主动脉覆膜支架需要9万-12万
元，整个手术下来至少需要20万。“我们
选择让妈妈少受点苦！ ”女儿女婿异口同

声的说。
钟若雷无意中得知， 江阿姨家境拮
据， 两个在深圳打工的儿子都是残疾
人， 听说妈妈要做手术， 他们当天就分
别打了5万元回来。 儿女们对母亲的孝心
感动了袁林和钟若雷。 他们通过精准测
量发现， 江阿姨的动脉瘤可以用一种便
宜的支架替代。 钟若雷四处打电话询问，
问遍了在汉的代理商， 终于找到一个口
径尺寸完全匹配的支架，只需要1.6万元。
6月16日， 江阿姨成功接受了介入手术，
半个月后康复出院。 住院期间，钟若雷看
到江阿姨的女儿女婿对母亲百依百顺，
24小时轮流照顾。 每次查房时，女儿总是
说，“只要对妈妈好， 请医生放手去治
疗。 ”感动于他们的孝心，这才有了开头
一幕。
“这是我们第一次给病人送锦旗。 ”
袁林说，任何医学奇迹的创造，都是医护
人员与家属共同努力的结果。 女儿说，只
听说过患者给医生送锦旗， 从没见过医
生给患者送锦旗的。“我们只是尽了做子
女的责任，信任医生，这是每一个患者家
属都应该做的。 ”

被病人子女孝心感动，医生反给病人送锦旗

雾化药里有激素孩子吸了长不高？

女子体检查出
巨大孪生血管瘤

医生说：咳得睡不好更影响长个子
武汉晚报讯 （记者伍伟 通讯员李
清文）
“
医生，不要开雾化的药，我查了资
料说雾化药里有激素， 给孩子用会导致
个子长不高。 ”昨天，四医院儿科主任董
善武坐门诊时，遇上了一个“过细”的家
长。这样的家长并不是第一次遇见，他总
是一遍又一遍解释： 吸入的雾化药含量
极低，根本影响不到孩子发育，很快会代
谢掉，倒是咳嗽睡眠不好更影响长个子。
3岁半的萱萱最近经常半夜咳嗽，
经诊断，是典型的过敏性哮喘，董善武
对症开了一种布地奈德混悬液，并建议

给孩子做雾化治疗。 萱萱妈指着药品说
明书上的字，要求不要开这个，因为上
面注明了“本品为糖皮质激素类药物”，
她听人说，激素是刺激生长的，小孩子
用不得，用了会提前发育导致长不高。
董善武告诉记者，他经常给家长进
行科普，不必谈激素色变，激素有很多
种，调解着人体的多项生理功能。 雾化
药里的糖皮质激素， 剂量非常非常小，
只有全身用量的几十分之一，而且直接
作用于气道，全身的副作用也很小。 即
使少量激素进入体内，在体内的代谢也

非常快，例如布地奈德只有2.8小时，很
快在体内清除，不发生蓄积。 并没有研
究证据证明，可控剂量的激素治疗会影
响儿童的生长发育。
而实际上影响孩子身高的因素有
很多，包括先天的遗传因素及后天的营
养因素和疾病因素。 如果哮喘频繁发作
的患儿， 常常夜间咳嗽影响睡眠质量，
这样才真的会影响到生长激素分泌，才
真正是而影响儿童生长发育的，使用药
物改善症状改善睡眠，反而会促进孩子
正常生长发育。

小伙打球后猛吹电扇患上面瘫
夏季切莫长时间直吹空调电扇
武汉晚报讯 （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
刘艳 李俊平 实习生尹佳 侯雅欣）11
日，18岁的帅小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嘴
巴歪斜，眼睛闭不上、眉毛抬不起，就诊
才知是猛吹电扇导致患上面瘫。
“今天起床后脸麻了，照镜子发现
自己口角歪斜，右眼也闭不上。 ”11日，
18岁的黄洋（化名）来到汉口医院就诊，
医生仔细端详黄洋的面部，发现他右侧
额纹及鼻唇沟变浅， 右眼闭合不拢，经

询问得知其吹了一晚电扇。
黄洋告诉医生，10日他和同学一起
约着打篮球，回到家后又累又热，就打
开电风扇对着自己猛吹，然后一觉睡到
第二天早上。 医生诊断他患上了贝尔氏
面瘫，因面部直接受冷风刺激，引起面
部细小血管痉挛，面神经缺血、水肿，面
神经兴奋性传导阻滞，诱发了神经变性
反应。
汉口医院耳鼻喉科丁锋医生提醒，

夏天切莫贪图一时凉快， 让面部在空调
或电风扇下长时间直吹， 一旦出现面部
麻木、舌头活动不灵及面瘫等症状，应马
上到医院就诊，同时，患者还可自主进行
康复治疗，如用热毛巾敷患侧面部，用手
掌反复将患侧面部向外耳方向平推，经
常做抬额、皱眉、鼓腮、吹口哨等动作。一
般经过系统治疗，70%至80%的患者可
恢复正常，还有部分患者会有面肌抽搐、
鳄鱼泪综合症等后遗症。

京汉专家联手拆除脑内“定时炸弹”
武汉晚报讯 （记者汪文琪 通讯员
“体检中心的人每天追着要
金静 周珊）
我去做进一步检查。 ”张琼（化名）提起自
己一周前
“
被迫”来到武汉脑科医院·长江
航运总医院寻求诊治的经过，满怀感激。
家住后湖的张琼今年58岁，因遗传
因素，兄弟姐妹7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高
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病史，张琼
因平时坚持服药，就没太在意。这次体检
时被意外查出脑血管上暗藏一对“孪生
瘤”，而且随时可能破裂出血危及生命。
张琼来到武汉脑科医院·长江航运
总医院，经详细检查，接诊的脑血管病蒋
泳团队发现，患者脑内的疑似占位其实
是一对动脉血管瘤，造影下似一对“孪
生兄弟”生长在张琼的血管上，如不尽
快治疗，动脉瘤群就像“定时炸弹”随时
有破裂出血的风险。 蒋泳团队会同北京
天坛医院专家团队， 为张琼制定了血管
内植入血流转向装置辅助栓塞的介入手
术方案，经2小时精细操作，张琼脑内的
“
定时炸弹”被拆除。
蒋泳提醒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
病等家族病史的人群， 一旦日常生活中
出现头晕、头痛等不适时，最好尽早到医
院检查， 因为动脉瘤形成初期不会产生
明显的致命症状， 一经发现一定要及早
干预，以免危及生命。

武汉京都结石医院、湖北省慈善总会公益援助接近尾声

全民 10 元查结石 50 名特困患者免费治
夏季结石高发，前往各大医院就诊的
结石病患者，特别是泌尿结石患者成倍增
加。武汉京都结石医院联合湖北省慈善总
会开展
“夏季结石病公益大普查”活动，除
了为全省居民提供 10 元结石病彩超筛
查外，还征集 50 名特困结石病患者免费
救治。
“别小看结石，危害大着呢。 ”武汉京
都结石医院刘阳光院长介绍，肝胆系统的
结石久拖不处理会严重损害胆囊、肝脏等
器官的健康，而泌尿系统的结石不及时治

疗，肾积水往往可以轻易毁掉肾脏。 结石
病严重起来，甚至可能有性命之忧。所以，
结石病的普查和科学防治非常重要。
日常生活中，胆结石的常见症状有上
腹疼痛、放射至背部疼痛、恶心、呕吐等症
状；肾结石常见发作症状为腰部酸痛或绞
痛，出现尿频、尿急、尿血、呕吐等症状；部
分患者可能直到很严重都无任何症状。
“其实，想要知道是否患有结石很简单，只
需做个彩超筛查就行了！ ”刘阳光院长建
议， 成年人需半年进行一次结石专项筛

查，能及时防治结石病。
此次“夏 季 结 石 病 公 益 大 普 查 ” 活
动 ， 旨 在 帮 助人们及时“揪”出体内的隐
形“炸弹”， 全省居民可拨打 预 约 热 线
027-86719918，参与以下活动内容：
（1） 全省居民结石病 10 元大普查。
花 10 元就可享肝胆结石、泌尿结石彩超
筛查。 筛查范围：肾结石、输尿管结石、尿
道结石、膀胱结石、肾囊肿；胆囊结石、胆
总管结石、肝内胆管结石、胆囊息肉等。温
馨提示： 做肝胆结石彩超筛查前需不喝

水不进食，保持空腹。
（2）微创胆囊切除单病种限价 2999
元；
（3）体外碎石 399 元（单侧单部位）；
（4）无痕保胆取石、无创保肾取石等
取石手术享 1000—2000 元现金援助；
（5） 全省征集 50 名特困 结 石 病 患
者 免 费救 治 。 低 保 户 、 五 保 户 、 残 疾 人
士 等 特 困 结 石 病 患 者 ， 可 申 请 湖北省
慈善总会“结石病救助基金”全程免费救
治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