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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谢谢你们，我终于不出血

了！”来自云浮罗定的35岁患者

刘女士从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南海八院）妇产科康

复出院后，对该院妇产科医护人

员表达了感谢。

近日，刘女士因引产后反复

出血两个月，到南海八院就诊并

进行入院检查。报告显示，刘女

士的宫腔右侧子宫角区出现异

常信号，妇产科团队结合临床考

虑其为胎盘残留并粘连，可疑右

侧壁部分胎盘植入，决定对其进

行宫腔镜检查。

检查过程中，该院妇产科主

任陈芳发现刘女士的宫腔右侧

壁有4厘米×3厘米黄色宫内残

留胎盘组织，表面光滑，质硬，无

蒂部。于是，妇产科团队和手术

室团队通力合作，在宫腔镜下对

残留胎盘组织进行电切，手术顺

利完成。

刘女士平安返回病房后，妇

产科团队对其进行抗感染、对症

支持治疗。术后检查中宫腔组

织见退变的绒毛及少量蜕膜组

织 ，复 查 绒 毛 膜 促 性 腺 激

11.9mIU/ml。术后3天，刘女士

无阴道出血、腹痛等不适，顺利

康复出院。

这只是南海八院妇产科使

用宫腔镜进行微创手术的其中

一个案例。实际上，该院对宫内

残留组织进行宫腔镜手术已具

备丰富的临床经验。

“本案例中，由于患者之前

有多次人流的经历，引起胎盘

组织植入子宫内，导致引产时

胎盘不能自然娩出，需清宫。

胎盘植入，正常清宫手术无法

刮出，可能会引起大出血，严重

时还会有生命危险，需切除子

宫。”陈芳说。

“患者无大出血，有机会

在宫腔镜下电切出残留胎盘组

织，但不是每次都有如此好的

运气。在此呼吁各位育龄妇女

应做好避孕措施（避孕套、上

环、结扎）。”手术主刀医生黎结

定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在意外

怀孕后，如要终止妊娠应及早

就医，随着孕周增大，终止妊娠

对女性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

如今，微创、精准、快速诊

疗成为广大女性就医的迫切需

求。南海八院拥有国际先进宫

腔镜一体化刨削系统，该系统

可经阴道通过宫颈将摄像头直

接放入宫腔内，直接观察宫腔

内是否有病变。设备相对简

单，易操作，兼有诊断和治疗的

功能，能解决某些腹腔镜和常

规手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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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黄燕芬）新鲜生猛的

海鲜不能吃，慢火熬煮的靓

汤不能喝，炎炎夏日的冰凉

啤酒不能喝……在日常生活

中，有一种疾病会让患者不

能再享受很多美食，那就是

痛风。

近日，丹灶镇联沙社区

居民徐叔感到双腕部酸胀，

来到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南海八院）中医骨

伤科痛风疼痛专科就诊，医

生对其进行痛风石清理术。

术后，徐叔关节功能恢复良

好并顺利出院。

痛风最明显的症状就

是关节疼痛、肿胀，而肢体

末端的疼痛更加剧烈，会

给患者日常生活带来极大

的困扰。南海八院中医骨

伤科痛风疼痛专科在治疗

痛风石方面有特色治疗方

式，其中内治法、调养法、

外治法是目前医学界手术

治疗痛风石的最佳选择，

也是科室从南部战区总医

院引进的成熟的特色技术

之一。

近10年来，徐叔四肢多

个小关节出现小肿物，由于

未及时进行医治，肿物有所

增大，表面可见石灰样物

质。近日，在无明显诱因的

情况下，徐叔的双腕部感到

酸胀，多指皮肤麻木，第1、

2、3指格外严重，并逐渐加

重。经过休息，症状有所缓

解，但疼痛症状越发严重，于

是来到南海八院就诊。

南海八院门诊以“双侧

腕管综合征”和“四肢小关

节多发痛风石”为症状，将

徐叔收入中医骨伤科痛风

疼痛专科。经过专科诊断，

徐叔的双腕部无明显肿胀，

双侧大鱼际肌均已萎缩，腕

横纹处叩击时有放射性疼

痛，双侧第1、2、3指掌侧皮

肤麻木明显、肢端血运良

好。四肢多个小关节可见

约1.5厘米×1厘米的质地

较硬、表面见石灰样物质。

徐叔入院当日，在金沙

院区手术室，主管医生何伟

健对其进行“右腕部正中神

经切开减压、针刀镜下痛风

石清理术”，手术非常成功，

徐叔关节功能恢复良好。三

天后，医生对其进行“左腕部

腕管综合征切开减压、针刀

镜下痛风石清理术”，术后，

徐叔关节功能恢复良好并顺

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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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疗法治痛风
为患者解除病痛

南海八院设有痛风疼痛专科，治疗痛风有妙招

女子子宫反复出血
术后3天康复出院

南海八院妇产科使用宫腔镜为患者进行微创手术，成功清除其宫腔内残留胎盘组织

艾灸熏肚脐 调理30种常见病
丹灶社区卫生服务站提供中医特色疗法，深受居民青睐

脐灸见效明显 深受居民青睐

在丹灶社区卫生服务站中

医理疗室，一进门，就能闻到一

股浓浓的艾草味，几位患者正

在接受脐灸治疗。

91岁的陈婆婆是丹灶社区

居民，最近她患上支气管炎而

咳嗽不断，吃过很多药也没什

么效果。后来她便来到丹灶社

区卫生服务站，医生为陈婆婆

把脉、进行中医体质辨识后，便

给她推荐了脐灸。

当天是陈婆婆第三次做脐

灸，她躺在病床上，丹灶社区卫

生站护士长简瑞铢用面粉和麦

麸粉捏了一个像“小碗”一样的

脐饼。随后，她对陈婆婆的肚

脐进行清洗，“唤醒”肚脐，并将

脐饼放到了陈婆婆的肚脐上，

在脐饼里放入用艾绒捏好的圆

锥形艾柱。点燃艾柱后，简瑞

铢打开了红外线理疗灯放置在

陈婆婆肚脐上方，艾柱的烟雾

升起，火力由小到大，艾热慢慢

传到陈婆婆全身。“脐灸很有效，

才做了一次我的咳嗽就好了很

多，痰也没了。”陈婆婆对脐灸的

效果非常满意。

在中医看来，肚脐是人体

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个具有

治病作用的穴位，名叫“神阙”，

内连十二经脉，而且肚脐皮肤

薄，敏感度高、吸收快，当人体气

血阴阳失调而发生疾病，通过

刺激神阙穴，便有调整阴阳平

衡、气血和畅的功能，达到治病

效果。

十岁的小豪因为肠胃炎，

腹部有持续性疼痛，并伴随腹

胀、恶心欲吐等症状，家人便带

他到丹灶社区卫生服务站就

医。因为小豪不喜欢吃药、打

针，于是医生给他推荐了脐

灸。一次脐灸需要烧三个艾

柱，小豪躺在床上闭目养神，到

第二柱的时候他开始觉得肚子

不痛了，而且腹部胀气的情况

也消失了。

“一开始大家对这种中医

疗法还是抱有保留的态度，但

是做完之后反馈都很好，久而

久之来做脐灸的患者就多了。”

丹灶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邓静

华说，做一次脐灸只需45分钟，

费用也比大医院的要便宜不

少，而且见效明显，深受社区居

民青睐。

过程舒服无副作用
能调理30种常见病

一个面团、三个艾柱、

一个红外线灯加上简单的

几步操作就能够对人体起

到十分神奇的保健治病养

生功效。脐灸疗法作为中

医外治法的一种，在肚脐上

施灸，激发经络之气，疏通

气血，调理脏腑，效果较为

明显且没有副作用，患者比

较容易接受。特别是吃药

怕苦、打针怕疼、针灸怕针、

服药易吐及不能服药的患

者，尤其适宜。

为什么脐灸要用到面粉

呢？简瑞铢介绍，软硬适中

的面团有利于面圈的形成，

光滑均匀的面圈容易受热均

匀，可以防止面圈在加热的

过程中烫伤患者，还可以使

肚脐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境，

防止“药气”漏出，影响疗效，

面粉味甘入脾。在艾柱燃烧

的作用下，“药气”通过肚脐

向人体渗透，患者可以感受

到持续的温热感，整个过程

十分舒服、放松。

脐灸对调理脾胃功能、

改善妇科疾病、治疗颈肩腰

腿痛等有较好的效果，还能

增强机体免疫力，目前已广

泛应用于妇科、男科、儿科、

内科、外科等30多种疾病的

治疗。在日常生活中，养生

保健效果也非常明显。

此外，除了脐灸，丹灶社

区卫生服务站还开展气交

灸、刮痧、针灸、火龙罐、拔火

罐等中医疗法，为丹灶社区

居民提供质优、价廉、疗效显

著的中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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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和胃、通经活

络、理气活血……肚脐上

放个“小碗”，再放上一颗

小小的艾柱，点燃后借助

艾火的热力，透入肌肤、

刺激组织，起到调和气

血、疏通经络的作用，这

就是脐灸。它对调理脾

胃功能、改善妇科疾病、

治疗颈肩腰腿痛等有较

好的效果，还能增强机体

免疫力、养生保健。在丹

灶社区卫生服务站，每天

都有不少前来做脐灸的

患者。

职称：主治医师

职务：丹灶社区卫生服

务站站长

广东医学院临床医学

本科毕业，擅长小儿感冒、

咳嗽及腹泻、腹痛疾病，成

人胃肠炎、结肠炎、痔疮、肛

周囊肿，老年人慢性病管

理、预防保健等。

邓静华

医生简介

■患者正在接受脐灸治疗。

■光滑均匀的面圈使肚脐形成一个密闭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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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宫腔病变包括宫腔内的黏膜下肌瘤、子宫内

膜息肉、宫腔粘连、胚胎残留物、宫腔异物等，其

中子宫肌瘤及宫腔息肉发病率高达 40~50%，是

很多女性异常子宫出血及不孕的原因。

什么是宫腔疾病？

宫腔镜是一种光学仪

器，通过人体的天然孔道

（经阴道——子宫颈）放入

子宫腔内进行观察内膜内

的病变及宫腔内占位性病

变。宫腔镜检查可以直观

地发现：各种异常子宫出

血、子宫黏膜下肌瘤、子宫

内膜息肉、女性不孕症、子

宫畸形、移位、嵌顿等。

什么是宫腔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