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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消化内镜，大多
数人可能只会想到能直接
观察消化道内腔粘膜表面
情况的电子胃肠镜，也就
是医生双眼能直视观察到
粘膜表面的镜像情况，而
对“超声内镜”这个名词比
较生疏。

市中心医院消化内镜
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李超民
介绍，传统的胃镜和肠镜主
要用于观察消化道粘膜的
病变情况，如粘膜有没有充
血、水肿、溃疡、糜烂、肿物
等。不能观察源于黏膜层以
下的如粘膜下层、肌层、管
壁以外的病变情况，有经验
的医生虽然有时可以凭粘
膜层的某些征象，间接推断
可疑的粘膜下病变，但毕竟
只是估计加推断不能确诊。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超声内
镜应运而生了。

超声内镜是超声与内
镜技术的融合，它有内镜的
功能，能直视下通过白光或
电子染色、放大等功能观察
到粘膜表面的情况；它更有
超声扫描的功能，能对发现
的病变以零距离贴近的方
式实时扫描，进而由表及里
探查出消化道管壁情况，如
病变起源的层次、物理性状
（是实性、囊性等）、管壁外
周围邻近脏器与淋巴结的
情况，从而显著提高内镜和
超声的诊断水平。因此，人
们把它的这种能发现普通
内镜下双眼不能发现的消
化道壁深层次甚至腔外病
变的能力，生动形象地称之
为“第三只眼”。

李超民解释，作为医生
的“第三只眼”，超声内镜有
比较广泛适应症。比如说能
判断消化道粘膜下肿瘤的
来源与性质（是粘膜层的病
变如息肉还是粘膜下间质
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判断
消化道恶性肿瘤的侵犯深
度，淋巴结转移情况，进行
手术前的TNM分期，对指
导手术有益；可评估食管胃
底曲张静脉的程度，也可评
估消化性溃疡的愈合情况；
可检查临近脏器的病变如

通过食管扫描可检查纵膈
病变，通过胃十二指肠扫描
可检查胰胆病变等等。

李超民说，超声内镜技
术为疾病的诊断提供了可
靠依据，提高了肿瘤诊断的
精准率，避免了误诊，更能
为内镜治疗如内镜下早癌，
粘膜下肿瘤的剥除等，提供
有益的术前指导，从而让无
数患者得到了及时有效的
治疗。现年 50 岁的患者陈
洁女士（化名）就是利用超
声内镜进行检查，确诊了自
己的病情。得知并没有患恶
性肿瘤，她如释重负，不由
得长舒了一口气。

陈洁在医院体检进行
胃镜检查时发现，距门齿
18CM 上段有一处粘膜下
隆起，表面光滑，触之质硬。
充气后大小可改变，但不能
完全消失。胃镜诊断为食道
上段肿物，病理活检结果阴
性。陈洁对这个诊断结果非
常焦虑，辗转多家医院就
诊。由于诊断仍不能明确，
陈洁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
担。后来，陈洁转至市中心
医院就诊，医生建议她做超
声内镜检查。

超声内镜提示，她的食
道管壁层次结构清楚，管壁
外见骨性混合回声光团压
迫食管壁，致食管壁变形，
诊断为食管外椎体压迫。医
生告诉陈洁，所谓的“食道
肿物”其实不是恶性肿瘤，
而是食道外椎体的压迫。诊
断结果明确了，陈洁的焦虑
随即解除了，脸上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

作为一门新兴前沿的
学科，我省大多数地市级医
院已开展了超声内镜，市中
心医院也先后派出多名资
深医师赴上海、南京、广州
等地进修学习。开展超声内
镜的几年来，科室 EUS 团
队累计完成超声内镜上千
例，极大地提高了消化道疾
病诊断的确诊率和阳性率，
对内镜下的手术起到了很
好的指导作用。

（陈贻贵 刘丹 孟天
笑 李文娟）

超声内镜

让医生有了“第三只眼”

在4 月12 日举行的全市2018 年妇幼健康服务
工作会议上，我市对2017年度全市母婴安全保障工
作先进单位、全市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先进单位等进
行了表彰。过去的一年来，我市妇幼健康战线广大
干部职工强化措施、提升能力、优化服务、创新管理，
推动我市妇幼健康事业更加平衡充分发展，较好满
足了我市广大妇女儿童的健康新需求、新期待，我市
妇幼健康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图为表彰现
场。 李超 廖志斌 摄影报道

贺旭艳 王凯

3 月 22 日晚，一例高危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在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得到成功救
治。争分夺秒的生死时速间，标志着该院的
急救及心血管介入诊疗水平达到一个新的
高度，为推进“胸痛中心”的建设创造了充
分条件。

紧急施救，高危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死里逃生

当天20时35分左右，家住江北广场的
谢先生无明显诱因突然出现持续性胸痛，
胸闷，20时40分时出现神志不清。家人迅速
拨打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救电话。

急救中心立即出车。医师黄始在途中
抓紧时间询问病史，得知患者有高血压病
史2年，15个月前曾患“脑出血”，遗留有右
侧肢体活动障碍。

急救车一路急驰，于20时50分到达现
场。患者昏迷，急性危重病容，大汗淋漓，全
身皮肤青紫，呼吸急促。急查心电图显示：
急性下壁心肌梗死。急救人员立即开放气
道，建立静脉通道。

21 时 03 分 ，患 者 到 达 急 诊 科 抢 救
室，立即进行“心肌酶、出凝血时间、肌
钙蛋白、血气分析”等项目送检，紧急气
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复查心电图
再次确认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心血管
内科副主任医师姜同辉，ICU 主任、副
主任医刘泽军迅速指导抢救。当场向患
者 家 属 交 待 病 情 ：患 者 诊 断 急 性 下 壁
心 肌 梗 死 明 确 ，急 需 血 运 重 建 挽 救 濒
死心肌。

患者家属出于经济压力犹豫不决。刘
泽军心急如焚，将患者疾病的严重性和进
行急诊 PCI 的必要性向患者家属反复说
明，并主动担保费用。多次沟通后终于征得

患者家属同意。患者在21时51分连着呼吸
机进介入室行急诊冠脉造影和支架植入术
治疗。

22时整，冠脉造影发现“犯罪”血管，患
者右冠第二转折处完全闭塞。由于血管明
显扭曲，导丝通过狭窄处困难，造影显示血
栓影。血栓抽吸后，导丝顺利通过狭窄右
冠。接着发现右冠脉明显优势，供血范围极
广，球囊预扩张3次，分别置入药物涂层支
架，22时15分闭塞血管终于开通。复查造影
支架形态、贴壁良好，无夹层、血栓，远端血
流TIMI3级。

手术于22时48分顺利结束。患者神志
转清醒，示意胸痛明显缓解。两小时后复查
心电图显示，ST段下移示手术成功。患者被
送入ICU继续监护治疗。4月3日8时，患者
生命体征正常，呼吸平顺，无胸痛、胸闷，康
复出院。

提升能力，“胸痛中心”建设为赛
过死神增添胜算

“这是一场白衣天使战胜病魔的战
役。”据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谢先生本次
所患“心肌梗死”，具有起病急、病程发展
快、抢救有效期短的特点，随时可出现心
脏、呼吸停止。但是在医务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患者成功度过生死危机，得到有效
救治并康复出院。谢先生生命的挽救，证
明了该院在“胸痛中心”筹建过程中急救
能力及胸痛疾病诊疗能力已跨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自2018年3月
开始启动筹建“胸痛中心”项目，在筹建过
程中逐步整合医院所有有利资源，利用规
范的管理手段、先进的医疗技术，建立快
速诊疗通道（先抢救再缴费）。“充分利用
好从得知患者出现胸痛（特别是急性胸
痛）到出诊、接诊、入院、检查、治疗、生命

安全得以保障整个过程中的每一秒钟，尽
最大的努力拯救每一位胸痛（心肌梗死、
主动脉夹层、肺动脉栓塞等）患者。”

满怀感激的患者及家属对邵阳学院
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科、ICU、介入科、心血
管内科的服务态度和急救诊疗水平大为
赞赏，特别给予了刘泽军和姜同辉高度评
价。刘泽军是邵阳市创新引进人才，具有
丰富的急危重症抢救经验。姜同辉是邵阳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介入专家，率先
在该院开展心内介入手术，有着丰富的临
床经验和娴熟的PCI操作技巧。

现阶段，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已完
全具备建立“胸痛中心”的条件，正在积极
创建，准备申请“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医院
将引进“扁鹊飞救系统”，达成信息互联互
通，建立移动ICU（救护车设备达到重症监
护室水平），两地医生实现远程会诊。在接
触患者的第一时间能做到检查数据共享、
观察临床表现、共同诊断分析、提供诊治建
议、做好院内急救准备（特别是对于危重患
者绕过入院程序直接进行急诊手术的准
备），从而实现在患者到达医院后能以最快
的速度得到相应的治疗，最大限度保障患
者的生命安全。

据了解，该院心血管内科技术力量雄
厚，设备先进，拥有 50 余人的专业医疗团
队，辖两个病区 120 张床位，能急诊完成

“急性心肌梗死急诊介入手术治疗”，至今
已成功开展百余例。急诊介入手术治疗

“急性心肌梗死”相较于单纯药物治疗（静
脉溶栓）能明显提升抢救成功率，将急性
死亡率从20%左右下降至4%左右，且能改
善远期预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急诊科
和重症医学科（ICU）拥有 60 余人的医疗
团队和完善的 120 急救出诊系统，“能与
死神赛跑，竭尽全力为邵阳人民的生命保
驾护航。”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成功抢救一例高危心肌梗死患者

生死时速展现医者力量

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生命特别脆
弱，从小就经不起磕磕碰碰，一个小伤口
就可能血流不止，换颗牙甚至都有可能致
命……他们就是血友病患者，也被称为

“玻璃人”。
航航（化名）今年11岁，从出生时就被

确诊为血友病。当医生说出这个结果时，突
如其来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让全家人手足
无措。航航的妈妈刘女士介绍，儿子需要定
期注射凝血因子，否则就会自发性出血，有
生命之忧。“治疗费用给家庭造成了很大的
经济负担，但为了孩子，我们会一直坚持。”
刘女士介绍，由于身体和同龄人不一样，担
心出意外，航航没有去学校上学，她就专心
在家照顾儿子。

刘女士说，以前本地医院没有凝血因
子，她必须跑到全国各地购买，而现在邵
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有提供，不用再到
处跑了。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血液科主任
张爱国介绍，血友病是一种典型的慢性遗
传性出血性疾病，由于血液中缺少凝血机
制所必需的凝血因子。因此，血友病患者
必须时刻避免哪怕是极细微的碰撞和创
伤，因为一旦出血就很难止住，甚至没有
外伤也可能自发性出血，导致残疾和死
亡。目前血友病还无法根治，但如果可以
保证患者终生输注凝血因子，患者就能享
受到与正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也可以工
作学习。

然而，昂贵的治疗费用造成沉重的家
庭经济负担，患者不仅身体承受着苦痛和
危险，精神上也承受着巨大压力。张爱国
说，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从2016年开始
开展了血友病凝血因子及凝血功能的检
测，使患者不出邵阳就能确诊。同时，他们
为血友病患者争取好的治疗政策，将血友
病纳入门诊特殊疾病报销范围，并提高了
报销比例，这样就减轻了血友病患者及家
属的经济压力。今年，他们还准备组织康复
科、血液科、外科等科室，成立血友病综合
治疗联合体，多科协作为血友病患者提供
优质的技术和服务，让“玻璃人”实现“坚
强”的梦想。

（陈贻贵 彭蕾）

关爱血友病患者：让“玻璃人”实现“坚强”梦想

4月15日—21日是第24个“全国肿瘤
防治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科学抗癌，关
爱生命——抗癌路上，你我同行”。4 月 13
日上午，由邵阳市抗癌协会、市中医医院、

市肿瘤防治学校联合举办的第24届“肿瘤
防治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暨邵阳市肿瘤
防治学校2017年度优秀教师、优秀学员表
彰大会在市中医医院举行。

据不完全统计，我市每年发现肿瘤病
人约3000-4000人，恶性肿瘤的高发为人们
的生活和家庭经济带来了巨大负担。

作为国家级重点中医肿瘤专科、邵阳
地区最大的肿瘤综合治疗专科，邵阳市中
医医院一直致力于开展肿瘤防治与治疗。
一方面，在全市首先引进肿瘤超早期预警
监测、基因分子检测等技术，该技术能够
提前 3-5 年对肿瘤进行有效筛查。另一方
面，自 2011 年开始，医院与癌康协会联合
举办肿瘤防治学校，坚持利用肿瘤专科技
术优势与中医药特色优势，定期为患者进
行防癌、抗癌和癌症康复方面的科普知识
讲座，科学指导、帮助近 4000 名患者恢复
健康。

据了解，本次宣传周期间，该院还将开
展公园健步走、专家免费义诊、防癌科普宣
传等一系列公益活动。

（刘敏 陈华）

科学抗癌科学抗癌 关爱生命关爱生命
————我市启动我市启动““肿瘤防治宣传周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活动

活动组为肿瘤防治学校2017年度优秀教师及优秀学员颁奖。 申兴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