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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

讯员 白恬 ）

84 岁的何老伯是一名

永久性房颤患者， 在长期服用抗凝

药物的情况下， 老伯在前两年还是

相继两次发生缺血性卒中。 为了预

防卒中再次发生， 医生建议何老伯

行左心房封堵术。 广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

晞

明表示， 这种全新的微创介入技

术可有效防止左心耳血栓形成及脱

落， 从血栓来源的源头上防止房颤

卒中的发生。近日，何老伯的左心耳

顺利置入了封堵器， 术后他很快能

下床活动，提高了生活质量，也获得

了良好的预防卒中的效果。

长期抗凝治疗存在出血的风险

心房颤动

（简称房颤）

是最常见

的心律失常之一。据陈

晞

明介绍，目

前， 我国房颤患者接近 1000 万例，

其中 80 岁以上老人患病率超过

30%。 房颤最大的危害就是极易形

成左心房血栓，血栓一旦脱落，可导

致重要脏器梗死， 其中脑血管栓塞

（即脑卒中，俗称中风）

最为严重。房

颤引发的中风 30 天内死亡率可达

25%，一年内死亡率高达 50%。 引起

房颤卒中的血栓有 90%来源于左心

耳， 左心耳也因此被称为“血栓之

源”。

为了预防房颤卒中， 长期口服

抗凝药物是房颤患者最重要的治疗

措施。然而，长期口服抗凝药物并不

能从根本上消除脑血管栓塞， 并且

存在出血的风险。此外，很多患者由

于年龄较大容易忘记服药。据统计，

我国预防卒中的房颤抗凝治疗率仅

仅只有 10%， 不少患者心存侥幸不

坚持服药。

左心耳封堵术从源头预防

房颤卒中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彻底防止血

栓从左心耳中脱落呢？陈

晞

明指出，

左心耳封堵能有效防止左心耳血栓

形成及脱落， 从血栓来源的源头上

防止房颤卒中的发生。他介绍，左心

耳封堵术是一种全新的微创介入技

术。 医生通过导管将封堵器送到左

心室的尖端， 导管脱出、 封堵器张

开，封堵器像一把“小伞”一样将房

颤患者血栓发生的根源部位———左

心耳堵住， 一段时间后心脏内皮细

胞会覆盖封堵器表面， 使左心耳完

全闭合，不再与左心房相通。

他告诉记者， 左心耳封堵术具

有手术时间短、安全性高、术后恢复

快的特点。接受左心耳封堵术，患者

在手术后可以只服用阿司匹林，即

“单抗”药物治疗，免去长期服用抗

凝药物带来的出血风险、 药物不耐

受和高昂的经济负担等问题， 也避

免了抗凝药物需要经常性监测的麻

烦，极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周晋安）

小女孩脖子上长出了一个小

包块， 如何保住甲状腺从而不影响孩

子生长发育，又能有效消除包块，让孩

子健康、美美地成长？ 近期，医生用一

根“针”帮小女孩消除了包块。 手术一

个月后复诊， 小女孩的甲状腺功能正

常，包块较之前缩小了近八成。

小包块越长越大

今年8岁的小涵涵， 两年前被发现

脖子上长了个小包块。 一开始，父母以

为是蚊虫叮咬造成的。 随着包块越来越

大，父母带着她到当地医院检查，诊断

出甲状腺右侧叶上长了个结节，有两厘

米大，当地医生建议马上行手术切除治

疗。 小涵涵的父母担心切除部分甲状腺

对孩子的发育会有影响；另一方面，孩子

动手术，以后有个疤，影响外观。

拒绝手术后， 这个小包块继续进

展， 两年内从两厘米长到了四厘米，从

外观上可以看到明显突出的包块。让父

母更为恐慌的是，小涵涵出现了两次发

不出声音的情况。 于是，父母又带着小

涵涵踏上求医之路。“在省内很多大医

院都看过了， 听说必须做手术切除，切

掉整个甲状腺。 ”小涵涵的父母说，切掉

整个甲状腺一直是他们抗拒的。好在小

涵涵的包块经穿刺后显示是良性的。

射频消融治疗后效果不错

不愿意手术，又希望能根除甲状腺

结节， 这样两全其美的办法是否能找

到？前不久，中山三院超声科副主任、岭

南医院超声介入专科主任任杰接诊了

小涵涵， 给她进行了详细的超声检查。

孩子已出现了甲状腺结节压迫周围组

织的症状，任杰认为需要对这一结节进

行及时处理。 经过医院会诊专家的讨

论，射频消融治疗成为首选方案。

4 月底，在麻醉科、儿科、内分泌科、

ICU 等多学科协助下，小涵涵顺利在全

麻下接受了超声引导下甲状腺结节射

频消融术。 医生利用液体隔离带法、移

动式消融、术中超声造影等辅助方法，2

小时内使甲状腺结节达到完全消融。

“术后 2 周复查超声显示， 甲状腺

结节较术前缩小 47%，外观上已经有很

明显的改善，孩子复查甲状腺功能也是

正常的。术后一个月，孩子复诊显示，甲

状腺结节较术前缩小了 78%，这比成人

术后半年的恢复还快。 ”任杰表示，目前

看来，孩子的治疗效果很不错，后续还

要关注是否有新发结节以及甲状腺功

能情况。

小涵涵爸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

兴地说：“我们跑了那么多医院，幸好没

放弃。现在孩子的脖子上已经看不到包

块了，也没有留疤。 ”

预防甲状腺疾病要注意碘的摄入

据任杰介绍， 与成人的检出率

20%～60%相比， 甲状腺结节在儿童中

少见， 检出率 1%～1.5%。 但要注意的

是， 成人的甲状腺结节恶变率约 5%，

儿童的甲状腺结节恶变的可能性却高

达 22%～26%， 甲状腺癌在儿童甲状腺

结节中的发病率约 100 万分之一。 因

此， 儿童的甲状腺结节不可忽视。 对

于体积逐渐增大、 出现压迫症状、 影

响美观的甲状腺良性结节， 特别是直

径大于 4 厘米的， 可考虑手术治疗；

如果不愿意接受手术， 射频消融治疗

作为一种微创、 有效、 安全的手段，

是手术治疗的有益补充手段。

据了解，如今甲状腺疾病呈现越来

越高发的趋势，任杰认为，这一方面和

环境、食品、水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和

碘的摄入也有一定关系，“虽然现在还

存在一定争议，但临床看来，碘过量或

过少， 都带来甲状腺疾病的发生。 ”此

外，发病率高与现在的检测越来越精准

也有一定关系。

对于如何预防甲状腺疾病，医生建

议，注意碘的摄入，同时要保持情绪的

良好，避免太过劳累和压力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谢菁菁 通讯员

通讯员 孙健 游华玲）

游泳、健身、跑马

拉松……各种运动都有人喜爱，然而是

否适合这项运动、 会否造成运动损伤，

运动者可能不清楚。 近日，记者从南方

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获悉，该院的运

动评估中心开始运行，适合为健康人群

做运动评估并给出运动建议，也可以为

有运动损伤的人群进行康复指导。

根据“运动处方”锻炼肌肉

刘先生 42 岁，平日工作节奏快，压

力大，近两年体重一直超标，于是他决

定多做运动来减重和强身健体。没有什

么运动经验的刘先生认为跑步比较适

合自己，不需要特殊场地，也没有时间

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运动，就开始每

天慢跑 4～5 公里。

一个月后，刘先生发现自己的体重

有所下降，不过，每当跑完步就感觉左

边膝盖不舒服，隐隐作痛。 他到医院检

查，磁共振、X 光都拍了，没发现问题，

医生叮嘱他回家擦点药、 尽量不要跑

步。

后来，刘先生到南方医科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就诊，骨科专家推荐他到该院

的运动功能评估中心做一下评估。通过

步态分析、肌力测试等测试，刘先生得

知自己左膝关节内侧的肌力较弱，医生

据此为他开出“运动处方”，专门针对这

块肌肉进行锻炼。 几周后，刘先生可以

正常跑步了，而且运动后不再像之前那

样感觉疼痛。

健康人群也适合做运动功能评估

运动能强身健体， 运动就有损伤，

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尽量趋利避害？

运动评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据南医三

院康复科主任刘刚介绍，运动功能评估

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专业的运动评估

技师指导测试者在各种运动测试仪上

做指定动作，仪器记录测试者的各项指

标，比如，膝关节评估可记录测试者的

步态，关节的屈伸、扭转、内外旋，关节

的上下、内外、前后位移以及关节的内

外翻等数据；然后，康复科医生和运动

医学科专家根据测试指标评估， 给出

“运动处方”。

运动功能评估适合哪些人做？ 据刘

刚介绍，适合运动损伤后需要手术的患

者、运动损伤后保守治疗的患者、经常

运动感觉自己有运动障碍但检查又查

不出原因的人群，也适合普通的健康人

群。 医生指出，对健康人群而言，盲目运

动导致运动损伤的几率很高。 运动功能

评估可以系统、整体对测试者的运动功

能做评估，发现其力量缺陷、平衡协调

能力、耐力水平等，而且还可以提早发

现可能存在的局部关节病理性改变、先

天身体缺陷等问题，提早预防运动损伤

的发生。 在此基础上，可以为测试者提

供运动建议， 如适合什么类型的运动、

尽量避免做什么运动、哪些项目或者动

作是应该禁止做的。

预防房颤卒中

有了全新微创介入技术

有市民跑步后膝盖不舒服，根据“运动处方”锻炼后情况好转，医生建议：

预防运动损伤，可考虑做运动评估

一根“针”帮8岁娃消掉脖子包块

医生提醒：儿童甲状腺结节不可小视，恶化可能性较成人高很多

患儿脖子术前（左）和消融术后一个月（右）对比图。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