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问答

乔医生

17岁正是花季的年龄，不承想却突然
瘫痪无法走路。在南京鼓楼医院，神经外科
专家联合介入等多科专家，历经11小时的
接力手术，将压迫神经致瘫痪的脊柱畸形血
管一锅端，花季女孩成功站了起来。

昨天是节后上班第一天，躺在病床上
的小凡（化名）显得格外激动，脚能动了、能
抬了，每一个“回归”都荡漾在幸福的脸
上。小凡介绍，她是一名高二的学生，一个
月前，突然出现腿麻现象，当时也没有在
意，以为学习劳累。随后，症状进一步加
剧，直至无法走路。一家人被吓坏了，紧急
来到了鼓楼医院神经外科，被收治住院。
经过详细的检查，诊断为血管畸形压迫脊
髓神经致瘫痪，一条长12厘米宽4厘米左
右的长条状畸形血管沿着脊髓走向不停地
生长、压迫。

时间就是生命。年初三，还在假期中，
神经外科主任杭春华就带领团队为小凡紧
急手术。杭春华介绍，这样的血管畸形长
在脊髓，压迫的时间越长，愈后就越不理
想。而手术的难点，既要将畸形血管剥离，
还不能损伤神经，既要断掉整个“鸟巢”，还
要控制出血。为了解决这两个难点，小凡
被推进了医院先进的杂交手术室。在这
里，介入科医生、神经外科医生、麻醉科医
生等接力手术，拯救生命。

手术从早上8点一直做到了晚上7点，
历经11小时的接力，压迫小凡脊髓神经的
一大团畸形血管被成功剥离。杭主任回忆
说，止血是手术成功的关键一环，介入医生
首先登场，通过向血管里注射了特制的胶
水，将血管拴住，整台手术出血量不足
1000毫升，为手术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接下来，在CT引导下，精确定位病变
位置后，神经科医生登场了，沿着脊髓，一刀
一刀地切除。既要切干净，还不能损伤脊髓
神经，无异于一场刀尖上的舞蹈。艺高人胆
大，11个小时后，经杂交手术室核磁共振检
查，畸形血管被成功一锅端。如今小凡已经
转入普通病房，即将进行康复训练。

杭春华介绍，像小凡一样的紧急手术，
整个春节期间神经外科一共开展了近20
台。杭主任提醒，出现脊髓压迫性瘫痪，一
定要抢在72小时黄金窗口期手术，手术越
早效果越好。

此外，据南京市鼓楼医院介绍，春节期
间，医院各个科都奋战在一线，其中心血管
内科春节期间共完成手术14台，择期手术
6台，急诊手术8台。大年三十，鼓楼医院
急诊收治一名50岁男性下壁心梗患者，急
诊手术中发生心跳呼吸骤停，主任徐标立刻
带领康莉娜、魏璇赶到导管室，十余名医务
人员先后从家中赶往医院参加抢救。心胸
外科年三十到初六共收治急性主动脉夹层
患者19人，急诊手术患者10人。科室每
天平均25名医护人员在岗，同时学科每天
均有10人组成的急诊手术班，时刻备战急
诊手术。血管外科春节期间一共完成11
台急诊手术，主要集中在主动脉瘤、主动脉
夹层、下肢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栓塞、肠系
膜上动脉栓塞等疾病。神经内科春节期间
医护人员近200人次在岗，急诊绿道启动
15人次，溶栓5人次，年二十九、年三十连
续两天为脑梗患者急诊介入取栓。医护人
员用坚守为市民的健康织就了一道守护健
康的防线。 通讯员 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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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召开股东大会

郑先生：股东大会应怎样召开？
答：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

次年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本法规定人数或
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
时；（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三）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
的股东请求时；（四）董事会认为必
要时；（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六）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成年人能否确定监护人

李先生：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成年人可以确定监护人吗？

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
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
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
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
护职责。

能否撤销宣告失踪

王先生：宣告失踪可以撤销吗？
答：失踪人重新出现，经本人或

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
销失踪宣告。

租赁协议没写明租金
房东反悔怎么办

张女士：我在夫子庙附近租了一
个店面做生意，当时与房东谈好的价
格是每年 15 万元的租金，我们之间
也签订了租赁协议，但是协议内并未
写明租赁价格，现在又有人出了更高
的价格，请问房东能否反悔？

答：出租人单方解除合同属于违
约，承租人有权要求对方赔偿并且支
付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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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查出肺部小结节就是得肺癌了？有
了结节一定要立马切除吗？家中可能还有危
害肺部健康的隐形“杀手”吗？南京市第二医
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刘宏来介绍，体检查出
肺部小结节不等于癌症，不必谈结节色变。

刘宏来表示，体检发现小结节不用惊
慌，更不用焦虑。因为正常人中有20%肺
里有小结节，在这20%小结节中，80%是根
本不用管的，没有任何影响。至于如何去判
断哪些需要处理？哪些需要随访？这个问
题交给专业医生就好了。

很多人谈癌色变，特别是肺癌，毕竟肺
癌发病率、死亡率在恶性肿瘤中都是居首
的。那肺部毛玻璃、磨玻璃或者GGO就一
定就是肺癌或癌前病变吗？经常有人会来
咨询，说我的结节已经7毫米了，医生是不
是要手术了？肺结节1月前查的是5毫米，
现在查报的是7毫米，是不是不好了。

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判断一个肺结节
是良性还是恶性，大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
数，但并不是单纯看大小，还要结合形态、密
度、变化情况来综合判断，另外，一个月结节
是不是长那么快，其实不同的医生在测量时
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所以要判断结节有没有
变化，我们一般是把两次或者更多次的电子
版CT放在同一电脑窗口，一层层地去比较

判断，这样才准确。
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如果找医生评估

肺结节，最好把电子版CT带着，提着打印出
的片子和报告去就诊意义不大，医生很难做
出准确的判断，甚至有人用手机拍一张CT
片的照片发来咨询，也不知道片子正反，更
不知道结节在哪。也有些人说：算了，医生
你给我重拍一张吧，不差钱。不是的，首先
短期内重新拍片没必要，其次CT检查还是
存在一定对人体有害的射线，另外，也是最
重要的一点，前后的比较对诊断非常重要。

中医说肺为娇脏，意思是非常娇气，需
要小心呵护。有人就问，有没有什么补肺神
药，让我百毒不侵？首先不建议正常人吃各
种中药甚至保健品去“保养”肺，临床上也遇
到肺部小结节被人忽悠保证三服药下去结
节消失的事情，医学是非常复杂和存在很多
不确定性的。

到底怎么呵护肺呢？首先要说的是，养
肺第一位还是戒烟，吸着烟谈养肺是非常讽
刺的；另外就是避免受凉，减少咳嗽肺炎发
生；其次有肺部病变，例如炎症、哮喘等，要
积极治疗，避免疾病进展；最后就是针对一
些特殊工作，像接触粉尘较多的工作一定要
做好防护，避免引发疾病。 通讯员 魏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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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健康

过敏性鼻炎
不妨试试中医

孔女士虽然不到30岁，但是患过
敏性鼻炎已有多年，平时经常鼻塞流
涕、打喷嚏，很容易感冒，且一病就许
久也不好，吃感冒药效果也不佳，稍微
受点凉或者闻到刺激性气味就打喷
嚏、鼻涕流个不停，虽然吃抗过敏的药
能好一阵子，但是不久后仍反复发
作。她十分苦恼，自觉非常影响日常
生活。后经人介绍，她来到南京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苏省第二中医
院）名医堂找到王灿晖教授看诊。王教
授根据她的情况，辨证后考虑肺脾气
虚，兼有郁热，予以中药汤剂口服，并嘱
平时不要吃生冷食物，加强锻炼。一周
后复诊，患者打喷嚏、流鼻涕症状已经
明显缓解。又巩固治疗两个月，后患者
随访一年几乎很少发病，并且即使不慎
受凉感冒也很快自愈。

过敏性鼻炎又称变应性鼻炎，是
鼻黏膜病变为主的变态反应性疾病，
临床以鼻痒、打喷嚏、鼻塞、流清水涕
为其主要表现，能够间接增加鼻窦炎、
支气管哮喘和分泌性中耳炎等疾病的
发病率。根据症状持续时间分为持续
性和间歇性两种。近年来，该病的发
病率有日渐增高的趋势，很可能与大
气污染、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增高等
多种因素有关，这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给社会、经济造成不小的负担。

在中医学中，过敏性鼻炎属“鼻
鼽”范畴。王灿晖教授认为，本病的病
因分内外二因：内因多为肺、脾、肾功
能虚损；外因多为风寒侵袭鼻窍。病
位主要在肺，但与脾、肾有着密切关
系。由于肺气虚弱，卫表不固，风寒乘
虚而入，犯及鼻窍，邪正相搏，肺气不
得通调，津液停聚，鼻窍壅塞，遂致喷
嚏流清涕。脾虚可致肺气不足，且可
造成水液代谢失调，水湿上犯鼻窍而
致病。肾虚则失于摄纳，气不归元，喷
嚏频频，若肾之阳气不足，不能温煦腠
理、鼻窍，则致鼻流清涕不止。若肺经
素有郁热，邪热上犯鼻窍，邪正相搏，
亦可致喷嚏、流鼻涕、鼻塞。

王灿晖教授认为，治疗本病应先
分清虚实寒热，应当注意有许多患者
并非纯虚证或纯实证，而是存在虚实
夹杂、寒热错杂的情况，临床需辨证准
确，用药方可见效。大部分过敏性鼻
炎患者病理以脏腑虚损为主，故治疗
原则以补肺、健脾、益肾为主法，用药
时适当加上通窍、止痒、敛肺、渗湿利
水之品，增强疗效。 通讯员 端梓任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冒群

李女士：36 岁，可能是牙齿发育的原
因，不仅前面的牙齿，包括板牙都是中间凹，
四周凸起，经常第二天早起发现，可能夜里
磨牙的原因，嘴巴里面的肉被咬破了，听说
尖锐的牙齿总是摩擦可诱发口腔癌，请问像
我这样的大板牙都是四周尖锐的该怎么
办？要磨平吗？

南京市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
师韩宁宁：这种情况建议来医院进行口腔检

查，分析原因，如果全牙列的磨损或磨耗，需
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垂直距离降低，如果有这
种情况，则需整体考虑是否需要咬合重建。
如果磨耗不严重，垂直距离尚可，可以釆用对
症治疗，磨除尖锐牙尖，再考虑行夜磨牙咬合
垫改善夜磨牙情况；前牙不美观的话可采用
相应的美学修复解决牙齿外观形态不良的问
题。专家门诊：周一、周二、周三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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