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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漫 通讯员 白

恬 ）

“王主任，幸好有你们在这，我太太

才能平安分娩。 ”6月17日，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的陈女士在荔湾妇幼保健院顺利剖

宫产下自己第二个孩子， 陈女士的丈夫

对医生满是感谢地说道。

怀孕分娩对曾做过心脏手术的陈女

士而言，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情。 2020年，

怀上二胎的陈女士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三医院广州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定期

产检。 6月3日，陈女士居住的中南街实施

封控管理， 此时已经怀孕36周的她和家

人非常焦虑。第二天，得知广医三院产科

医疗队驻点荔湾妇幼支援， 陈女士联系

社区三人小组， 找到在荔湾妇幼支援的

广医三院产科副主任医师王晓怡。

“考虑到她做过心脏手术，又是疤痕

子宫，还合并有妊娠期糖尿病，属于严重

高危的孕产妇， 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后

方’进行了远程多学科会诊。 ”王晓怡介

绍，在远程会诊中，广州重症孕产妇救治

中心主任陈敦金亲自指导为患者制定了

围分娩期管理方案，包括手术计划、术前

术后监测计划及应急预案。

6月17日，王晓怡在荔湾妇幼为孕38

周的陈女士实施了剖宫产手术， 陈女士

平安生下一个男宝宝，术后恢复良好，并

于6月20日顺利出院。 出院时，陈女士的

丈夫特意写下一封感谢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漫 通

讯员 李小辉 张灿城 ）

近日，王

阿姨像往常一样早餐后在公园

散步，因感到腹痛前往附近医院

就诊，却突然丧失意识，期间经

历转诊、10 小时手术抢救，醒来

已是 2 天后，躺在心外科重症监

护室的她终于捡回一条命。

“这类疾病早期进展迅速，

如不及时手术，自发病起一周内

死亡率可高达 99%以上。所幸首

诊医院尽早安排了 CT 检查，确

诊为 I 型主动脉夹层，加上我院

医疗团队的积极配合，及时进行

了急诊手术， 才让她转危为

安。 ”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

脏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陆华介

绍。

突然腹痛，竟是I型主动

脉夹层发病

据了解，王阿姨平素身体健

康，有高血压病史，突发腹痛后，

她在家人陪同下，在附近医院就

诊， 可没想到刚做完验血、CT

等一些检查， 就丧失了意识，血

压也开始不稳定。

接诊医生告知家属，王阿姨

所患的是 I 型主动脉夹层，病情

出现得突然且进展迅速，需要马

上进行手术，急诊 I 型主动脉夹

层手术难度很高，医院没有条件

开展此类手术，建议转诊。 王阿

姨的儿子心急如焚，联系到了暨

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血管

外科主任张晓慎团队。

“患者抵达我院后， 已处于

昏迷状态， 且生命体征不稳定，

心外重症团队迅速接诊，并对其

进行抢救， 同时安排术前检查，

手术室立即为其调配手术间，随

后麻醉科李雅兰团队也抵达，开

始做麻醉相关术前准备，我们克

服重重困难，在 6 小时内，给她

创造了急诊手术所需具备的一

切条件。 ”心脏血管外科副主任

医师、 主要手术操作者陆华介

绍。

10小时抢救， 恢复意识

已是2天后

急诊手术随之开始，术中采

用股动脉及腋动脉插管技术建

立外周体外循环，开胸探查后发

现主动脉撕裂范围比影像资料

更严重，已经累及了主动脉瓣膜

及左右冠脉开口，这也是王阿姨

发病后进展迅速、生命体征不稳

定的主要原因。 根据实际情况，

团队将手术稍作调整，追加了主

动脉瓣置换及左右冠脉口移植，

以处理受累的主动脉瓣及左右

冠脉口。手术近 10 个小时，术中

出血约 800ml，患者体内的这一

“定时炸弹”终于被成功解除。

术后患者各项生命体征稳

定，带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返回

心脏血管外科重症监护室，直到

术后 48 小时后， 王阿姨才恢复

了意识，术后呼吸机使用时间长

达近 1 周，术后在心外科重症监

护室治疗长达 2 周，所幸，王阿

姨在术后没有出现肝肾功能以

及肠道功能相关的并发症，相比

同类急诊 I 型夹层手术病人术

后康复周期缩短 30%-40%。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漫 通讯员 伍

晓丹）

鱼刺卡住喉咙甚至食道，在生活

中都并不少见，但鱼刺一路“长驱直下”

穿过胃直接插入胰腺，就不是那么简单

的了。 近段时间，37 岁的黎女士就因卡

到胰腺的长达 3 厘米鱼骨，不仅肚子痛

吃不下饭，还差点被认为是胰头癌。 幸

运的是，珠江医院肝胆一科杨剑团队借

助数字导航技术，顺利找到鱼骨并完整

取出。

反复腹痛胃口不好， 差点被诊

断为胰头癌

家住南沙的黎女士从 3 个多月前

开始，肚子时不时会出现胀痛，胃口不

好吃不下饭，勉强吃完，肚子还痛厉害。

这种情况持续反复出现，黎女士前往附

近医院就诊， 腹部超声提示胰腺炎，胰

头部有占位，疑是胰头癌。

黎女士被吓得不轻， 后来又做了

腹部增强 CT， 结果显示胰头、 体部局

部肿大， 胰头实质内部还有一个长约 3

厘米的细长形的高密度影， 这才被认

为可能是胰腺内异物引起胰周感染，

慢性胰腺炎， 后转至珠江医院肝胆一

科就诊。

接诊的肝胆一科副主任杨剑详细

问诊并充分了解了黎女士的发病经过

和就诊经历，得知黎女士是一位“食鱼

爱好者”， 尤其喜欢吃鱼汤泡饭这一重

要信息，初步判断是误食鱼骨引起的症

状。

3厘米鱼骨刺穿胃壁，插入胰腺

引发系列症状

在科室主任方驰华的指导下，杨剑

团队根据黎女士的 CT 影像资料，利用

三维重建软件将她体内的器官、血管还

有鱼骨等进行 1:1 真实还原， 全方位立

体清晰地呈现了鱼骨和胰腺、胃、肝脏

以及周围血管的相对位置关系。

结合三维图像，杨剑推测，鱼骨是

在顺着食道进入胃内后，胃的蠕动作用

使得鱼骨一点点刺穿胃后壁，这就是黎

女士一开始右上腹部胀痛，尤其吃完饭

更痛的原因。 后来因为鱼骨刺穿了胃后

壁到达胰腺内，所以腹痛、胃口差的症

状反而稍有好转。

“长达 3 厘米的鱼骨进入胰腺头部

导致了胰头脓肿，继而引发肠系膜上静

脉和脾静脉汇入处闭塞，导致门静脉出

现海绵样改变和区域性门静脉高压症。

如果不及时取出异物，病情将进一步加

重，甚至可能导致消化道出血、胰腺恶

变等严重并发症。 ”杨剑表示。

增强现实导航， 助力揪出“潜

伏”的鱼骨

然而，手术的诸多难题也摆在杨剑

团队面前：由于胰头周围长时间存在炎

症，可能会导致腹腔内粘连，手术出血

风险高； 鱼骨已完全进入胰腺实质内，

看不见摸不着，导致定位困难；周围血

管海绵样变性，形成曲张血管团，不仅

操作空间变小，出血风险也变大。 经过

详细的术前评估和科室讨论，方驰华与

杨剑在三维模型上共同制定了腹腔镜

下异物取出、 胃修补术的精准术前规

划。

近日， 手术如期举行。 在胰腺头

部位置， 结合三维模型， 杨剑掌握了

鱼骨所在的大致位置， 但具体“潜伏”

在哪仍难以寻找。 这时， 术中超声和

术中增强现实导航技术便发挥了强大

的作用。 通过精准的定位导航， 手术

团队很快找到鱼骨并完整取出。 整个

手术过程中， 没有损伤到周围重要血

管， 术中出血量不到 10ml， 实际手术

时间不到 1 小时。 经过精心的术后护

理下， 黎女士恢复良好， 术后第 5 天

顺利出院。

3厘米鱼骨腹中“潜伏”3个月

女子爱吃“鱼汤泡饭”，反复腹痛差点误诊为胰头癌

患心脏病二胎妈妈

幸运遇上了她

突然腹痛发病

六旬阿姨及时就医捡回一条命

主动脉夹层又称夹层动脉

瘤，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急症，是

由主动脉内膜出现破口， 血液由

此进入动脉壁中层， 形成夹层血

肿， 并逐渐向近端或远端逐渐延

伸剥离的内膜和中膜引起的。 可

以突发胸腹部刀割样、 撕裂样疼

痛起病，可累及心脏、消化道、肾

脏等多个器官。

陆华介绍，“本例患者王阿姨

即是起病于腹痛， 这是由于夹层

撕裂的范围已经累及腹部肠道供

血血管，导致疼痛起于腹部。 I 型

主动脉夹层起病急、病情凶险，如

果病情进展迅速， 应当积极进行

胸腹联合全主动脉增强 CT 检

查， 一经发现， 尽早进行手术救

治，是患者能否最终存活的关键。

“因胸痛或腹痛起病的患者，

务必尽早到附近医院就诊治疗，

积极配合医生的诊治工作， 切勿

讳疾忌医。 老年患者应定期检查

血压并做全身体检， 以便及时发

现问题，获取最佳救治时机。 ”陆

华提醒。

起病急且凶险

尽早救治

是存活关键

从6月5日驻点支援荔湾区妇幼保

健院以来，广医三院产科8位医护团队

与社区“三人小组”、荔湾妇幼医护，一

起筑起一道芳村母婴生命健康的守护

墙。 截至目前，在荔湾妇幼保健院，王

晓怡和她的团队为95名孕产妇保驾护

航，共迎接20多名新生儿的到来。

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