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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

记者 谢菁菁 通讯

员 孙健 游华玲

) 下肢麻木疼痛，是风

湿还是不小心撞伤了？近日，广州白云

区的冯先生， 两个月前突然感觉右下

肢麻木疼痛， 辗转几家医院也没找到

原因。 后到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神经内科就诊， 才发现竟然是中枢

神经系统被寄生虫感染了……

今年 31 岁的冯先生，两个月前因

感觉右下肢麻木疼痛到医院求诊，却

一直找不病因。辗转下，冯先生来到南

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就

诊。 刚开始， 医生怀疑的几种常见疾

病，在检查后都被否定了。随着检查的

深入， 神经内科医生发现冯先生的嗜

酸性粒细胞开始明显增加， 从入院时

的 10%，3 天后增长到 29.4%， 这给了

主治医生杨灿洪明显提示———冯先生

感染寄生虫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杨医生的追问下， 冯先生才说

之前曾到顺德吃过鱼生， 且两星期前

有“感冒”症状：先是头痛，以及有肩颈

部刺痛；之后出现腰臀痛、右下肢疼痛

及麻木等症状。随着检查的深入，冯先

生最后被诊断为中枢神经系统寄生虫

感染，感染的寄生虫为广州管圆线虫。

南医三院神经内科主任吕田明介

绍， 人虽不是广州管圆线虫的正常宿

主， 但它可以因为人食用了未经煮熟

或生的含感染期幼虫的软体动物，譬

如蛙类、蟾蜍、鱼、虾、蟹；或是被污染

的蔬菜、瓜果，以及喝生水等而感染。

临床主要症状表现为急性剧烈头痛，

并伴有脑脊液中嗜酸性粒细胞显著升

高。 据悉，若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下肢疼痛麻木？ 很可能是寄生虫“作怪”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简文杨 李饶尧 ）

随着生活质量的改

善和饮食习惯的改变， 我国结直肠癌

患者越来越多， 在我国常见肿瘤中发

病率中飙升至第三位。 如何能更有效

地预防结直肠癌的发生和更精准的治

疗呢？日前，记者从中山大学附属第六

医院获悉， 该院结直肠肛门外科又有

新发现， 该院何晓生副主任医师团队

发现， 进展期腺瘤和≥1cm锯齿状息

肉患者将有较高风险继发结直肠癌，

该研究成果将会保障患者得到更精准

更及时的诊治。

腺瘤是大多数结直肠癌的“前奏”

据介绍， 结直肠癌癌前病变分为

两大类：腺瘤

（包括管状腺瘤 、管状

-

绒毛状腺瘤和绒毛状腺瘤）

和锯齿状

息肉

（包括增生性息肉、无蒂锯齿状病

变以及传统锯齿状腺瘤）

。而结肠镜筛

查是肠癌最好的预防方式， 可以发现

癌前病变并予以切除， 从而降低结直

肠癌的发生率与死亡率。

在现有文献的指导下， 欧美国家

制定了肠道息肉切除术后监测间隔时

间的指南。然而，由于缺乏大型人群长

期随访的数据， 这些指南循证医学证

据质量并不高，且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发现1~2个小于1cm的管状腺瘤，下一

次肠镜监测应在5年内还是10年内？发

现1~2个小于1cm的绒毛状腺瘤，下一

次肠镜监测应在3年内还是10年内？

据悉， 既往很多的无蒂锯齿状病

变都被归为增生性息肉，直至近10~20

年才慢慢鉴别， 发现其与间期结直肠

癌的发生密切相关。 由于临床应用时

间短， 尚未有这一类型息肉长期随访

的数据， 故其切除术后的监测推荐仅

建立在专家共识及零星病例对照研究

的基础上。

进展期腺瘤继发结直肠癌率更高

该研究主要通过美国3大前瞻性

队列进行，这些人群接受过至少1次内

镜检查，共12余万人。经过平均10年随

访，何晓生发现，相对于第一次内镜检

查正常者， 进展期腺瘤患者发生继发

结直肠癌的风险比高达4.07

（比正常

者的风险高出

4

倍多）

， 大于1cm锯齿

状息肉发生继发结直肠癌的风险比高

达3.35。

与之相反， 非进展期腺瘤患者或

小于1cm锯齿状息肉患者， 发生继发

结直肠癌的风险并不比第一次内镜检

查者高。 比如说，发现1~2个小于1cm

的管状腺瘤， 其发生继发性结直肠癌

的风险与未发现息肉者相当， 间接提

示10年复查间隔似乎更为合理； 发现

1~2个小于1cm的绒毛状腺瘤，其发生

继发性结直肠癌的风险高于未发现息

肉者

（风险比为

2.91

）

，间接提示3年的

复查间隔更为合理。

不过研究团队认为， 确定复查间

隔， 需要后续的研究包括随机对照研

究进一步证实。 该成果已经被胃肠病

学接收并发表， 为现有结直肠息肉切

除术后监测指南提供有力的循证医学

证据，保障患者得到更精准的诊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刘昕晨 袁宇红 黄睿 ）

平均海拔高达

5000 米的西藏喀则市仲巴县， 迎来了

历史上首例超高海拔无痛肠镜，这是广

东医生在当地推广的医疗技术。 昨天，

记者从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获悉，

在该院国家援藏医疗队的紧密配合下，

当地 44 岁的藏族男患者普旦增通过无

痛肠镜顺利找到了病灶，经过治疗病情

得到痊愈。 据介绍，随着先进医疗技术

在当地的推广，未来，藏族同胞将逐渐

借助内镜得到更精确的诊断。

仲巴县首例无痛肠镜检查

今年 9 月初，仲巴县人民医院接收

了一位 44 岁的藏族患者普旦增。 自 1

年多前开始，普旦增反复受到腹痛腹泻

困扰， 一天跑 10 多次厕所且呈出现水

样黏液便。 之前患者在乡镇治疗多次

但效果不佳， 当他赴仲巴县医院就诊

时，普旦增已经出现了大便带血、营养

不良等症状。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援藏医

疗队队员、消化内科主治医师袁宇红接

诊后，发现患者的检查记录中缺乏肠镜

检查， 导致患者病因一直未明。 为此，

管床医生向患者充分解释了做肠镜检

查的必要性，最终普旦增同意了进行肠

镜检查。 检查前一天，在 7 个不同村落

义诊的医疗队赶回医院加班消毒肠镜，

为第二天的肠镜检查作准备。 9 月 6

日， 袁宇红医师为普旦增进行了仲巴

县首例无痛肠镜检查。 通过肠镜，袁宇

红医师发现患者直肠 10cm 以下的肠

道粘膜都已糜烂，浅溃疡形成，且覆盖

有脓苔。 通过检查，患者最终被确诊为

直肠炎。 经过抗感染治疗，目前患者的

病情已经得到了基本控制。

袁宇红医师表示， 仲巴县地处海

拔平均 5000 米的高原， 这里冬天天气

恶劣， 可到零下 40 度。 牧民们因长年

在户外劳作加低温的缘故， 关节炎多

发。 牧民为了缓解症状经常服用止痛

药， 但药物与当地主食譬如糌粑、 肉

干等， 都会加重胃肠道负担。 因而，

医疗队在日常门急诊工作及下乡义诊

时发现， 近 8 成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

胃肠道症状。

据悉， 仲巴县医院因缺乏专业的

内镜医护人员，尽管有设备，但从未开

展过内镜检查。 去年，中山大学孙逸仙

纪念医院消化内科陈广成医师赴仲巴

驻点帮扶，大力推广内镜检查，并建立

内镜室， 开展了仲巴县第一例超高海

拔的胃镜检查，实现了零的突破。

将在藏区重点推广无痛技术

为了提高藏区对内镜检查的普及

率和使用水平， 袁宇红主治医师着力

于为当地的医护人员普及内镜检查的

相关知识， 并通过他们继续向藏民宣

教。 袁宇红医师表示，一开始当地藏民

对于内镜检查不了解，因此接受程度不

高。经过当地医生的协助及宣教，如今，

逐渐有慕名而来的患者主动要求做胃

肠镜检查。

今年 8 月，袁宇红医师为一位藏族

女牧民进行了无痛胃镜检查。 由于仲

巴县海拔高， 氧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

50%左右，患者对有呼吸抑制作用的麻

醉药非常敏感，静脉麻醉后很容易导致

病人低血氧。 术中，患者的血氧一度跌

到 70%左右，但是在麻醉科医生刘付宁

的配合下，医疗队顺利完成了内镜检查

和后续治疗。“在仲巴县这样的高原地

区，我们在麻醉过程中要先做好辅助呼

吸的器械准备，麻醉时给药要慢，用量

要比平原地区少，严密观察病人呼吸的

变化。 ”刘付宁医生介绍。

据援藏医疗队介绍，实现超高海拔

地区无痛内镜的“零”突破和无痛技术

的推广， 是今年医疗队的重要任务之

一。 自今年 6 月医疗队进驻仲巴以来，

队员们已经陆续开展了世界海拔最高

无痛分娩、 国内最高海拔术后镇痛、仲

巴县首例无痛肠镜、今年首例无痛胃镜

等当地先进技术，为当地藏民带来了更

先进、更舒适、更精确的诊断治疗。 未

来，医疗队队员们还将继续开展内镜检

查及无痛技术的培训，为当地百姓送上

健康福音。

结肠镜筛查可降低

结直肠癌发生率

广东医生藏区推广无痛技术

首例超高海拔无痛肠镜助患病藏民痊愈

这些饮食习惯，很可能感染寄生虫

食源性寄生虫病按来源分主要有

5

方面： 肉源性寄生

虫病、鱼源性寄生虫病、植物源性寄生虫病、淡水甲壳物类

寄生虫病、螺源性寄生虫病。 譬如，广东省内一些地区有吃生鱼

片、生海鲜的习惯，感染寄生虫的病例每年都有。 此外，一些人热衷食

物的“鲜味”，喜欢吃烹饪比较嫩的食物，如吃火锅、烧烤等，肉片七、八成熟

就下肚，这也存在感染寄生虫的风险。

特别提醒，想靠喝酒、蘸酱油、蘸芥末酱等杀虫的说法并不靠谱。

如何避免感染寄生虫

1.

烹制食物时一定要彻底煮熟煮透，避免进食淡水生鲜或未经彻底加热的

淡水鱼虾；

2.

不喝生水，不吃生的蔬菜；

3.

不用盛过生鲜水产品的器皿盛放其它直接入

口食品；

4.

加工过生鲜水产品的刀具及砧板必须清洗消

毒后方可再次使用；

5.

处理生、熟食品的刀具和砧板最好分开；

6.

不用生的水产品喂饲猫、犬等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