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20· 

局限和矛盾 ，因此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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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女性 ，19岁。因在疫区打工返 

乡后 出现 发 热、头 痛 30 h，于 2003年 

4月30日入院。查体：体温 38．3。C，呼吸 

33次／min，咽部充血，双扁桃体 I度肿 

大 ，双肺呼吸 音粗 ，未 闻及干、湿 口罗音 。 

x线胸片示左肺少量斑片状及条索状阴 

影。血 白细胞 (wBC)7．9×1O。／L，中性 

粒细胞(N)0．76，淋 巴细胞 (L)0．12。高 

度怀疑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隔 

离治疗。予以抗病毒、对症 、增强免疫功 

能等治疗。入院第 2 d患者出现双小腿 

疼痛 ，复查 x线胸片提示病灶较前一 日 

扩大约 1．5倍。入院第3 d患者出现咳 

作者单位 ：408000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作者简介：聂忠荣 (1968一)，男(汉族)，贵 

州省织金县人，医师。 

嗽 、咳痰、眼痛、畏光 、流泪 ，复查 x线胸 

片 提示病 灶 较前 一 日有 所发 展 ，WBC 

4．8×10。／L，N 0．76，L 0．26，加激素、胸 

腺肽治疗。入院第 4 d，患者小腿及眼部 

症状 减 轻，WBC 1．5×10。／L，N 0．51， 

L 0．32，复查 x线胸片提 示病灶较前一 

日发展，按国家卫生部颁布的 SARS诊 

断标准⋯确 诊为 SARS，加 用丙种球 蛋 

白，当日体温降至正常。入院第6 d，患者 

出现 乏 力、头 晕、心悸 ，心率 减慢 (47～ 

5O次／min)，偶发室性 期前收缩 ，x线 胸 

片提示病灶有所扩大，间断输血浆，加服 

山莨菪碱，进行无创正压通气。入院第 

l1 d X线胸片提示病灶范 围缩小、密度 

变 浅、呈条索纤维化。第 1 7 d X线胸片 

提 示病灶 基 本吸收 ，查 冠状病 毒 IgG、 

(收稿 日期：2003—10—10 

修回 日期：2003—10—29) 

(本文编辑 ：李银平) 

IgM均阳性。第20 d查肝功能示丙氨酸 

转氨酶 (ALT)63．9 U／L，7一谷氨酰转肽 

酶 (7一GT)59．1 U／L，予以停药 ，仅用复 

合维生素 B、维生素 C安慰治疗 ，并用多 

抗 甲素治疗以增强免疫功能 ，12 h后出 

现面部发痒、面部出现丘疹，立即停多抗 

甲素。第 27 d查体发现肝肋下刚触及， 

有压痛 ，ALT113．4 U／L，天冬氨酸转氨 

酶 (AST)45．9 U／L，7一GT73．5 U／L， 

加用联苯双酯等保 肝治疗。第 28 d出 

院，随访 2周肝功能、体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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