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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陈晓霖 ）

57岁的康女士双下肢麻木，

腰背部疼痛， 以为只是年纪大太易疲

劳，但后来发展到了站立不稳。在当地

医院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检查发现其

椎管内外有一个巨大肿瘤，呈哑铃状，

已经长到了胸腔，约8厘米大，手指粗

的脊椎因受压竟变得像纸一样薄。 近

日，她来到南医三院就诊，肿瘤被切除

并取出，术后痊愈并恢复正常生活。

早在两年前， 康女士偶然感觉左

脚趾端麻木，之后渐渐行走不稳，右下

肢也开始感觉到麻。 半年后症状越来

越严重，行走的时候脚好像踩棉花，后

来扶墙也走不稳了，生活无法自理。经

朋友介绍， 康女士来到南医三院脊柱

外科二科就诊， 从她的核磁共振图像

上看，其胸椎第8节至第10节段椎管内

外发生严重的占位性改变。结合症状，

接诊的邱奕雁副主任医师初步诊断为

神经鞘瘤。 经过多科室会诊以及充分

的术前准备， 脊柱外科二科联合创伤

救治中心联合为患者精准切除椎管内

外肿瘤。全麻下，邱奕雁副主任医师团

队犹如探险一般，细心切开皮肤、皮下

组织，取下坚硬的椎板，显露相应节段

椎管硬膜囊。 由创伤救治中心魏大年

副主任医师显微镜下切开硬膜， 精细

切除硬膜内肿瘤， 最大程度保护其神

经功能，充分止血减压后，由脊柱二科

继续接力, 后路切除胸9、 胸10两段约

7-8厘米肋骨， 不停剥离并彻底切除

肿瘤，再将原来的结构复原。由于肿瘤

部分与脊神经根粘连紧密， 为了不损

伤神经， 医生们在手术显微镜下必须

仔细地逐一分离粘连的神经根与肿

瘤，历时6小时后，终将肿瘤完整取出，

手术取得成功。

术后康女士双下肢活动良好，很

快痊愈出院，恢复正常生活。

信息时报讯（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张灿城）

看似普通的发烧， 不少人会

选择在家观察， 吃些退烧药贴上退热

贴以待自愈， 实在难受才会到医院就

诊求医。然而，不仅仅是常见的扁桃体

炎、急性肠胃炎会引发发热症状，一种

隐匿却又致命的疾病———感染性心内

膜炎早期同样是以发热为主要症状，

此时尽早就医排查是拯救生命的关

键。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外科主

任张晓慎指出，今年以来，医院收治的

感染性心内膜炎与去年同期相比数量

翻番，免疫力低下、有基础性心脏病、

个人卫生较差的人群出现原因不明的

反复发热，一定要及时求医。

拖延治疗致心脏瓣膜严重侵蚀

年仅20岁的花季少女小华

（化名）

在5个月前出现了反复咳嗽、咳痰的症

状，在当地就医后有所好转，她便没有

放在心上。 然而1个月前，她突然出现

反复发热， 自行服用退烧药也没有丝

毫好转，体温甚至达到了40℃。 随后，

持续5日的反复头痛也让她痛不欲生，

她来到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该院急诊检查显示， 她的头颅蛛

网膜下腔出血， 心脏超声提示左心房

有大量赘生物，二尖瓣腱索断裂、重度

返流。“这样的病情已经严重威胁生

命，赘生物一旦脱落，极易发生全身多

处血管栓塞，尤其是脑梗塞！ ” 暨南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外科主任张晓慎指

出，这是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典型表现，

这种高危疾病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

都不低， 不及时就医错过最佳治疗时

机，会极大增加治疗难度，治疗效果也

会打折扣。

果不其然， 小华经过急诊解除栓

塞假性动脉瘤并施以积极的抗感染后

仍出现发热， 并出现二尖瓣返流的加

重。 于是张晓慎团队再次进行了亚急

诊手术，手术在腔镜下进行，清除被细

菌侵蚀的瓣膜及心脏内菌落形成的赘

生物。 手术过程顺利，不过，术后仍需

予以足量、长程的抗生素治疗。

抵抗力低下容易被“盯上”

感染性心内膜炎是心脏内膜表面

发生微生物感染，通常始于血流感染，

微生物随着血液流至心脏， 并在心脏

定植，产生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一

系列症状。张晓慎介绍，近期科室陆续

收治了好几例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

“各年龄段都有，有男有女。 除了发热

之外，他们分别还有头痛、心悸等症状

发生。 ”他说，还有一名大学毕业没多

久从事IT行业的小伙子， 因长期熬夜

抵抗力降低，也导致了该疾病的发生。

张晓慎告诉记者， 心脏感染所引

起的后果十分严重， 甚至会导致生命

危险。“近年来，群众的生活作息习惯

改变及运动时间的减少， 亚健康状态

群众越来越多， 这种状况下也会增加

的感染的风险。 近年感染性心内膜炎

除了数量上有增多趋势以外， 在年龄

结构上也有年轻化倾向。

“免疫力低下、有基础性心脏病和

个人卫生较差尤其是口腔卫生差的人

群，容易被感染性心内膜炎‘盯上’。 ”

张晓慎指出， 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

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都不低， 主要

原因在于患者在疾病初期并没有及时

就医， 甚至不少病人到了生活不能自

理或者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时候才到正

规医院就医。他介绍，感染性心内膜炎

除非及早发现， 瓣膜侵蚀比较轻微方

可抗感染保守治疗观察， 否则限期手

术是首选治疗手段。张晓慎提醒，出现

不明原因的反复发热、 心跳快气促等

心衰症状、不明原因的脑梗塞，结合高

危因素，应尽早到医院排查，一旦确定

患感染性心内膜炎及时治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艳 通讯员

彭福祥 潘曼琪）

一个月大的婴儿吞咽

困难、吐奶、肺部感染……中山一院医

院成功施行全球年龄最小的贲门失弛

缓症POEM手术。 记者从中山一院获

悉，近期，该院消化内科凭借过硬的内

镜技术，成功为一名9个月大的贲门失

弛缓症婴儿实施经口内镜下肌切开

术，患儿术后恢复良好。 据悉，这是迄

今为止全球年龄最小的贲门失弛缓症

POEM手术

（俗称建立隧道技术）

。

一个月婴儿吞咽困难

来自广东河源的小球球

（化名）

刚

满1岁，早在他一个月大的时候，妈妈

就发现她和其他婴儿不大一样， 在喝

母乳的时候吞咽困难、吐奶，经常发生

肺部感染， 曾因吸入性肺炎住过重症

监护室抢救。妈妈带他就诊后，在其他

医院进行了球囊扩张治疗， 但效果并

不好，因经口进食反流误吸风险大，当

地医院为其留置空肠营养管， 勉强维

持孩子的营养。经了解，中山一院消化

内科邢象斌教授是丰富的治疗贲门失

弛缓症相关经验的专家， 且曾为一名

20个月大的外科术后复发的贲门失弛

缓症患儿成功实施POEM手术患儿。

父母在得知此事后，慕名前来就诊。接

诊后，结合外院和本院的检查结果，该

患儿符合“贲门失弛缓症”的诊断。

据介绍， 贲门失弛缓症是一种消

化系统罕见病， 由食管胃交界处的神

经肌肉功能障碍所致， 主要特点是食

管下括约肌松弛障碍和食管缺乏蠕

动，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吞咽困难、

食物反流和胸痛，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

质量。 该病的发病率约1/10万，好发于

30-40岁左右的成年人， 发病原因不

明。 而婴幼儿发病更是罕见病中的罕

见。

全球年龄最小的贲门失弛缓

症POEM手术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贲门失弛缓症

的首选治疗方法是POEM， 它是一种

超级微创和疗效确切的内镜手术方

法。 小球球入院后， 中山一院副院

长、 消化内科学科带头人陈旻湖教

授、 消化内科主任曾志荣教授、 副主

任崔毅教授和小儿外科主任周李教授

组织讨论， 共同参与治疗方案制订，

同时根据患儿实际情况制订预案， 做

好充分的术前准备。 原计划孩子在6

个月大的时候进行手术， 但因疫情影

响， 孩子在9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做手

术。 手术由消化内科邢象斌教授主

刀， 小儿外科谢钧韬博士协助， 术中

克服了婴儿食管管腔窄、 黏膜薄和黏

膜下层纤维化等困难，顺利完成手术。

同时， 麻醉科主任黄文起团队克服了

术中患儿出现气道压力变化和二氧化

碳浓度升高等风险， 患儿生命安全完

成保驾护航。

谈到当时的手术时， 邢象斌教授

介绍，“手术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相

比于成人来说，时间更长一些。主要是

因为婴儿食管较小，食道粘膜也更薄，

可操作空间小，粘膜下隧道建立困难，

之前的扩张治疗也为手术增加了难

度。 因此，手术要求的精细度更高。 ”

据悉， 这也是全球年龄最小的贲门失

弛缓症POEM手术。

术后，小球球住了3天ICU，一周

后出院， 很快就实现了正常进食。 如

今，他恢复良好，术后3个月复查，各项

检查提示病情恢复满意。

不明原因发热警惕感染性心内膜炎

近年有年轻化趋势，医治不及时或致命

感染性心内膜炎是心脏内膜表

面发生微生物感染， 通常始于血流

感染，微生物随着血液流至心脏，并

在心脏定植，产生发热、咳嗽、呼吸

困难等一系列症状。

做好这三点有效预防：

1

、拒绝透支身体。熬夜、过度疲

劳都会让身体免疫力持续下降。 在

生活上应做到劳逸结合、适当运动。

2

、及早治疗原发病。 门诊上遇

到不少有明显不适且有明确心脏疾

病的病人，因顾虑而拒绝手术，最后

不但不适逐渐加重， 而且继而发生

感染性心内膜炎，面临更大的风险。

3

、如果出现反复发热 ，及早到

拥有心脏中心 （包括心脏内科和心

脏外科）的大型三甲医院就诊，及早

排除感染性心内膜炎。

感染性心内膜炎

一个月大婴儿患上罕见病无法进食

中山一院完成全球年龄最小的贲门失弛缓症 POEM 手术，患儿恢复正常生活

腰背部疼痛、 下肢发麻

木不一定因为疲劳

腰痛持续应尽早

做核磁共振

神经鞘瘤主要症状表现为疼痛、

感觉异常 、功能障碍 ，由于肿瘤生长

位置不同

,

疼痛部位也不一样。 随着肿

瘤的发展，会严重挤压脊髓神经，导致

双下肢无力、 瘫痪， 大小便功能障碍

等。 神经鞘瘤早期一般

X

线检查不容

易发现，加上临床症状与腰椎间盘突

出所引起的腰部症状非常相似，很多

患者不太重视。 邱奕雁提醒说，当持

续腰背痛而找不到明确病因时，应及

早到医院做一个核磁共振检查即可

明确诊断。

当出现头晕、腰腿疼、四肢麻木 、

下肢乏力，症状逐渐严重，难以缓解，

夜间加重等类似症状，建议要及时到

正规医院就医。 通过完善相关检查明

确病因，开展治疗，延误病情严重的话

可能导致瘫痪。

专家提醒：

延误病情或致瘫痪

信息时报讯（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张灿城）

看似普通的发烧， 不少人会

选择在家观察， 吃些退烧药贴上退热

贴以待自愈， 实在难受才会到医院就

诊求医。然而，不仅仅是常见的扁桃体

炎、急性肠胃炎会引发发热症状，一种

隐匿却又致命的疾病———感染性心内

膜炎早期同样是以发热为主要症状，

此时尽早就医排查是拯救生命的关

键。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外科主

任张晓慎指出，今年以来，医院收治的

感染性心内膜炎与去年同期相比数量

翻番，免疫力低下、有基础性心脏病、

个人卫生较差的人群出现原因不明的

反复发热，一定要及时求医。

拖延治疗致心脏瓣膜严重侵蚀

年仅20岁的花季少女小华

（化名）

在5个月前出现了反复咳嗽、咳痰的症

状，在当地就医后有所好转，她便没有

放在心上。 然而1个月前，她突然出现

反复发热， 自行服用退烧药也没有丝

毫好转，体温甚至达到了40℃。 随后，

持续5日的反复头痛也让她痛不欲生，

她来到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该院急诊检查显示， 她的头颅蛛

网膜下腔出血， 心脏超声提示左心房

有大量赘生物，二尖瓣腱索断裂、重度

返流。“这样的病情已经严重威胁生

命，赘生物一旦脱落，极易发生全身多

处血管栓塞，尤其是脑梗塞！ ” 暨南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外科主任张晓慎指

出，这是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典型表现，

这种高危疾病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

都不低， 不及时就医错过最佳治疗时

机，会极大增加治疗难度，治疗效果也

会打折扣。

果不其然， 小华经过急诊解除栓

塞假性动脉瘤并施以积极的抗感染后

仍出现发热， 并出现二尖瓣返流的加

重。 于是张晓慎团队再次进行了亚急

诊手术，手术在腔镜下进行，清除被细

菌侵蚀的瓣膜及心脏内菌落形成的赘

生物。 手术过程顺利，不过，术后仍需

予以足量、长程的抗生素治疗。

抵抗力低下容易被“盯上”

感染性心内膜炎是心脏内膜表面

发生微生物感染，通常始于血流感染，

微生物随着血液流至心脏， 并在心脏

定植，产生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一

系列症状。张晓慎介绍，近期科室陆续

收治了好几例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

“各年龄段都有，有男有女。 除了发热

之外，他们分别还有头痛、心悸等症状

发生。 ”他说，还有一名大学毕业没多

久从事IT行业的小伙子， 因长期熬夜

抵抗力降低，也导致了该疾病的发生。

张晓慎告诉记者， 心脏感染所引

起的后果十分严重， 甚至会导致生命

危险。“近年来，群众的生活作息习惯

改变及运动时间的减少， 亚健康状态

群众越来越多， 这种状况下也会增加

的感染的风险。 近年感染性心内膜炎

除了数量上有增多趋势以外， 在年龄

结构上也有年轻化倾向。

“免疫力低下、有基础性心脏病和

个人卫生较差尤其是口腔卫生差的人

群，容易被感染性心内膜炎‘盯上’。 ”

张晓慎指出， 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

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都不低， 主要

原因在于患者在疾病初期并没有及时

就医， 甚至不少病人到了生活不能自

理或者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时候才到正

规医院就医。他介绍，感染性心内膜炎

除非及早发现， 瓣膜侵蚀比较轻微方

可抗感染保守治疗观察， 否则限期手

术是首选治疗手段。张晓慎提醒，出现

不明原因的反复发热、 心跳快气促等

心衰症状、不明原因的脑梗塞，结合高

危因素，应尽早到医院排查，一旦确定

患感染性心内膜炎及时治疗。

感染性心内膜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