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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的一天清晨，市四院
妇瘤科副主任医师杨宇星刚上班就接
到门诊的电话请她去会诊，等她忙完
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柜门被打开了，她
的包不见了，里面有她刚取的工资，还
有身份证、银行卡等，正当她心生懊恼
的时候，怀德桥派出所偏偏送来了三
个怀孕的嫌疑人。

三个怀孕的嫌疑人是团队作案的
时候，被警方抓了个现行。为了确保
孕妇及胎儿的安全，警方就近把她们
送到了四院，由杨主任负责为她们检
查和诊治。

谁知，这三位嫌疑人住院期间时
常提出非分的要求，刚诊治完不多久
就轮着喊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的。

杨主任明白她们想转移警方的注意
力，她没有抱怨也没有气馁，一次又一
次地来到她们的床边，不仅为她们提
供周到的诊疗服务，还劝说她们弃恶
从善。

同事们不由地问她：“你的包刚被
偷，难道你不恨吗？干嘛还要对她们
这么好！”

“她们做错事，不代表我就可以抛
弃她们，治病救人重要，救人‘心’也很
重要！”杨主任如是说。

对嫌疑人她一视同仁，对宫颈癌
患者，她则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现在
的她是医院怀德院区的妇瘤科病区主
任。家住钟楼区的丁女士是在四院生
孩子的时候与杨宇星结缘，自此以后

每年都要找她进行妇科常规检查。这
也是杨宇星提倡的宫颈癌一级预防的
原则。2015年的年初，丁女士如约来
到杨宇星的门诊，原来半年前，她的单
位组织体检，有一个肿瘤指标异常，几
乎查遍了全身，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她
不放心，决定找杨宇星再查一查。杨
宇星认真的查阅了她体检资料，并没
有迷信其他医院“高大上”的检查报
告，认真地为丁女士进行了最基本的
妇科常规检查，杨宇星细长而触觉敏
锐地手指在丁女士的宫颈上触到一枚
黄豆大小的肿块，丁女士最终被诊断
为宫颈癌中期，接受了相关治疗。

最近，杨宇星忙着向门诊、微信或
者其他渠道前来咨询的女性朋友解释

着宫颈癌疫苗的相关问题。 杜蘅

消化道肿瘤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
肿瘤之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保健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人已经
把胃镜检查纳入年度体检常规项目。
而无痛胃肠镜的开展也让更多人愿意
接受胃肠镜检查，这使得早期胃癌和
食道癌的发现率明显增高。

“睡一觉”，微创手术解忧愁

年近70的李大爷近一个月来腹
胀不适，自行服药后没有缓解，于是来
到武进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检查。听说
要做胃镜，李大爷起初并不十分愿意，
得知有无痛胃镜，只要“睡一觉”就可
以完成检查，这才欣然接受。

检查中，医生发现李大爷有糜
烂性胃炎，通过窄带波成像（NBI）
和电子内镜放大，初步判定为食管
粘膜病变。

结合病情及病理检验结果，医生
决定为其实施内镜黏膜下剥离术
（ESD）。一次性、完整地切除病变，免
去了李大爷外科开胸或开腹手术的痛
苦，保留了消化道的完整性，创伤小，
恢复快。术后4天就出院的李大爷赞
不绝口：“没想到从检查到手术，一点
儿苦头都没吃。听医生说，要是我这
病一直拖着不来看，或是不肯胃镜检
查，到后面不仅治疗要吃苦，还会危及

生命。”

胃肠镜检查无可替代

消化内科主任张中平介绍，近年
来国内外多项研究显示消化道肿瘤发
病年轻化趋势正在逐步增加，但许多
早期胃肠肿瘤及癌前病变的患者往往
症状并不明显，令人麻痹大意。

胃肠道属于人体的空腔脏器，胃
肠肿瘤常发生于胃肠粘膜层，CT、核

磁、超声等常规检查对于此类空腔脏
器肿瘤的检出率远远低于胃肠镜，而
胃肠镜能够深入胃肠空腔，是能最直
观、最快捷地发现胃肠道病变的方式。

肿瘤早期和晚期的治疗与预后完
全不同。晚期的胃肠道肿瘤不仅微创
手术很难解决，一般都要“开胸开腹”，
还要化疗、放疗，影响患者日常生活，
且治疗后5年生存率不足40%。早期
患者就不同了，一般都能通过内镜下

的手术解决，并且大部分可以根治，治
愈率在90%以上，同时避免了放化疗
的痛苦。对于患者和整个家庭来说，
都是很有裨益的。

医生特别提醒，既往有慢性萎缩
性胃炎、胃息肉、恶性贫血等癌前疾
病，有胃粘膜中度肠上皮化生、上皮内
瘤变等癌前病变的患者需要进行内镜
检查，以确定性质；如出现腹胀、腹痛、
恶心、呕吐、吞咽困难、黑便、烧心、纳
差等症状，也不要拖沓，及时去正规医
院咨询；另外，40岁以上人群最好每年
或每两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尤其有家
族史的人群更不可以掉以轻心；吸烟、
饮酒、高盐饮食、爱吃烧烤等不良生活
饮食习惯的人，也是需要定期做内镜
检查的重点人群。

武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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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专科

急救课堂

专家谈病

市二院儿科

敬业、专注、奉献 薪火相传六十年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儿科由常武
地区西医儿科鼻祖丁克曾老院长创办
于 1956 年，迄今已有 60年的历史。
经过几辈人的不懈努力，二院儿科整
体规模和专业技术水平都得到了长足
发展，在常武地区享有良好的声誉。
多年来，二院儿科门诊量、年住院病人
数、危重病人抢救数在常武地区一直
名列前茅。规模在扩大、技术在更新，
唯一不变的是丁克曾先生提出的“敬
业、专注、奉献”的儿科精神，六十年薪
火相传、历久弥新。

唯有敬业才能直面挑战

刚刚在城中院区上完专家门诊，
匆匆吃了午饭，市二院儿科主任程宝
金又急忙驱车前往金坛人民医院。像
程主任这样在几个院区之间来回奔
波，支持医联体工作，支援贫困地区医
疗卫生发展的二院儿科医生有很多。
他们除了日常的门诊、查房、带教、科
研工作外，不辞辛劳、尽其所能地将二
院先进的儿科医疗技术延伸到更宽广

的区域，为更多的患儿提供健康保障。
儿科工作素有“急上加急，重中之

重”的特点。纤维塑型性支气管炎
——一种儿科罕见的呼吸道疾病，发
生机制不明，病情进展快，死亡率高，
且极易漏诊、误诊。该病例在全国报
道不足百例，但在市二院儿科就遇到
过好几例。2012年初的常州首例患
儿在二院救治时，儿科医护团队进行
了连续20天的24小时接力看护，最
终孩子转危为安。2014年底在抢救
一名更为严重的纤维塑性支气管炎患
儿时，儿科主任程宝金和床位医生更
是三天三夜没有回过家，硬是将患儿
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不论是日常工作的繁忙，还是突
发抢救的危急，儿科的工作始终充满
着挑战，唯有敬业才能从容应对。

专注是提升技能的法宝

据统计，门诊90%的患儿都是最
常见的“发热、咳嗽、拉肚子”。那么，
是不是只要能看好这三样病就算是一
个合格的儿科医生呢？“我们要求医生
付出更多的精力去专注其余的10%”
程宝金说。在规范诊治儿科常见病多
发病的同时，专注于亚专科的研究是

二院儿科的发展方向。在常武地区率
先开展呼吸道病毒免疫荧光检测及小
儿电子支气管镜诊治技术。小儿哮
喘、重症肺炎等诊治达省先进行列；小
儿危重症特别是脓毒症诊治、呼吸急
救等方面市内领先，具有丰富经验；新
生儿病房属常武地区最先创建，常规
开展早产儿静脉营养、换血疗法等技
术，在早产儿、极低出生体质量儿救治
及呼吸急救等方面处于市内领先。近
年来，二院儿科先后开设小儿哮喘、小
儿腹痛、性早熟及矮小症、小儿癫痫、
小儿夜遗尿等专病专科门诊，呈现出
林红、吴果、徐凯虹等一批“术业有专
攻”的专家。

奉献是儿科人朴素的品质

“大学毕业时，班上只有三个人
选择儿科。现在十几年过去了，一个
辞职，一个转科，只剩下我。”二院儿
科副主任医师吴素红笑着说。儿科
医生的工作特点是“三高两低”（高风
险、高难度、高投入、低满意度、低产
出），“儿科医生紧缺”是许多医院面
临的问题，但是二院儿科团队却在不
断壮大。“虽然经常要白天黑夜连轴
转，要牺牲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但

是科室的同事没有计较的，和大家一
起做事很有干劲、很愉快。”年轻的医
生们常说。奉献就是他们最朴素的
品质。

据悉，市二院阳湖院区儿科新病
区即将投入使用，两院区床位数将达
到140张。“敬业、专注、奉献”的二院
儿科人将一如既往地将这份精神传
承，以更加优质的技术和服务为孩子
的健康保驾护航！ 孙镇江

科室简介
常州二院儿科为市临床重点专

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拥有
医生46人，其中主任医师3人、副主
任医师12人、硕士以上学历21人。
二院儿科为三个省级专业学（协）会
委员单位、五个省级学组成员单位、
一个省级学会协作单位、市医学会
儿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
市医学会新生儿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单位。近年来，二院儿科在科、
教、研方面取得长足进步，获得市级
新技术引进一等奖1项，市级、局级
科研立项 3 项，省厅级科研立项 1
项，近三年发表核心期刊、中华系列
及SCI、CA论文30余篇。

“女人如花，于滋养中含苞欲放；
女人似水，化为百转千柔，需要格外怜
爱。”然而，大约有15～25%的女性会
被子宫腺肌病缠上，出现月经过多、贫
血、重度痛经、继发不孕等症状，尤其
是痛经时那种“钻心”的痛，严重影响
生活质量。

子宫腺肌病是子宫内膜腺体和间
质侵入子宫肌层形成弥漫或局限性的
病变，过去多发生于40岁以上的经产
妇，但近些年呈年轻化趋势，这可能与
剖宫产、人工流产等手术的增多相

关。国际上的治疗指南提示切除子宫
是重度患者的首选方案，然而“一刀
切”让很多年轻女性因此丧失做母亲
的权利。

31岁的晓琳（化名）初潮开始，月
月被“痛经”的梦魇纠缠。每个月总有
几天让她精神崩溃，无心做任何事情，
期间尝试过各种方法，效果甚微。心
力交瘁的晓琳无奈来到市妇幼保健
院。妇科专家门诊李咏主任经过详细
的诊治后，诊断晓琳为子宫腺肌病。
怎样才能帮助年轻患者解决问题，又
保留子宫呢？李主任查阅各种文献资
料，加上多年临床经验的积累探索，终
于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将传
统的子宫全切术改为高难度的四级腹

腔镜技术，既能够精准定位腺肌病病
灶并挖除，又很好地保护子宫内膜和
正常的子宫肌层组织，预防术后并发
症的发生。做完微创手术一年的晓琳
经常给李主任汇报好消息：“现在一点
都不疼啦，贫血也治好了，老公对我也
是疼爱有加！”

近年来，李咏主任所在的妇科团
队勇攀高峰、不断突破，积极创新开展
腹腔镜下子宫腺肌病灶切除术、腹腔
镜下剖宫产瘢痕憩室的切除及修补
术、孕期腹腔镜下子宫峡部环扎术、宫
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等各项新技
术，常规开展腹腔镜下广泛全子宫切
除加盆腔淋巴结清扫+腹主动脉旁淋
巴结切除术、宫腔镜下重度宫腔粘连

电切分解术等高难度的宫腹腔镜手
术，让女性朋友远离疾病困扰，如花般
绽放。 妇幼宣

微创手术“巧”治子宫腺肌病
每月那几天“钻心”的痛，妇幼“天使”来帮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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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咏 博士研究生、主任医
师、硕士生导师，市妇幼保健院妇
科九病区副主任、妇科教研室委
员、市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委员会委
员，从事妇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20余年，擅长妇科内窥镜微创手术
治疗各种妇科疾病，主持多项省市
级课题，发表SCI和国家级论文近
20 篇，获得市新技术引进二等奖。
门诊时间：周一全天。

无痛胃肠镜：睡梦中轻松接受检查
40 岁以上最好每年或每两年做一次，尤其有家族史的人群

张中平 武进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对消化系统
疾病的诊治有较丰富的经验，擅
长 内 镜 下 胃 肠 疾 病 的 治 疗 及
ERCP。

专家门诊时间：本部每周一
上午，南院每周四上午。

本报讯 近日，38岁的岚（化名），
在市妇保院选择终止妊娠。原来，岚
曾经育有一个唐氏患儿，后来再次怀
孕，来到妇保院产前诊断门诊进行咨
询。张晓青副主任医师根据岚的情况
建议直接做羊水产前诊断。但是岚考
虑到羊水的创伤性，最终选择无创
DNA产前筛查。十天后岚被告知：实
验室检测结果为阳性，需要经过羊水
产前诊断再次确诊。最终羊水的结果
为21三体，岚的一家经过慎重考虑决
定放弃了这个胎儿。

选择终止妊娠后，岚夫妻二人随后
进行染色体检查，发现男方是21号染色
体罗伯逊易位，也就是说两条21号染色
体融合成一条，这就造成了男方虽然正
常，但是后代会有可能生出唐氏儿。

张晓青介绍，唐氏综合征的发病
偶然、随机，发病率随孕妇年龄渐长而
升高。早、中孕期血清产前筛查，无创

DNA产前筛查，超声结构筛查及产前
诊断是降低出生缺陷率、实现优生优
育最有效的措施。妇保院常州产前诊
断中心集优生门诊和实验室筛查与诊
断于一身，为常州地区优生提供最全
面的技术和医疗支持。能够针对不同
人群提供不同的优生检查和诊断方
案，力求降低常州地区的出生缺陷率。

据悉，市妇保院已经可以开展包
括无创DNA产前检测在内的一系列
基因检测。去年1月国家卫计委公布
的第一批无创产前筛查临床试点机构
名单中，市妇幼保健院的分子遗传实
验室赫然在列。分子遗传实验室拥有
完善的质量体系和先进的技术平台，
是目前常州地区唯一专项于遗传学的
实验室，同时也是江苏省妇幼保健重
点学科建设单位、常州市重点医学实
验室。

（王晶 沈芸）

优生优育的保障

高冷检测就在你我身边

本报讯 31岁的沈女士是设计
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忙活，一
天至少10个小时都是在电脑前度过，
下班后又喜欢玩手机。最近一段时
间，她感觉眼睛经常干涩、瘙痒，而且
还畏光。开始以为是自己用眼过度导
致眼疲劳引起的，也没在意。可是一
段时间过去了，症状仍然没有减轻。
配了眼药水，但点了一段时间后仍然
没有效果。

经人介绍，她来到市中医院眼科
找到主任中医师陈建军，陈医生为她
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确诊为干眼症，同
时发现她伴有咽干口渴、便秘等症
状。判断她属于肺阴不足型，除用人
工泪液缓解症状外，还需要予以养阴、

润肺、清热的中医调养。一星期后，沈
女士的干眼症明显好转，1个月后复
诊，她欣喜地告诉陈医生，干眼症基本
痊愈了，而且咽干口渴的症状也消失
了。

陈医生告诉她，干眼症病在气轮，
但和五脏关系密切，治疗要从肾虚、肺
热、肝郁、心火、脾湿等多方面辨证论
治，多见肝肾阴虚、肺阴不足、肝郁气
滞、心火旺盛、脾胃湿热等五型，分别
治以滋养肝肾、养阴清肺、疏肝润目，
清热除烦、健脾利湿。特别对于伴有
甲亢、糖尿病、高血压病、风湿病等基
础疾病的患者及产后、更年期妇女，效
果远胜单独滴眼药水。

（何云开 沈芸）

干眼症久治不愈？
不妨试试中医

小儿咬断体温计
家长该如何出招？

生活中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孩子的好奇心很强，当家长给他试体
温或拿体温计玩时，一不小心把体温
计咬断了，结果体温表中水银被吞下
胃里，这时家长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
好，生怕吞下的水银会引起中毒。

其实，只要碎玻璃没有卡在食道
中，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遇此情况
后家长不要惊慌，首先让孩子将碎玻
璃吐出，并用清水漱口，如已吞下玻璃
渣，可让孩子吞吃一些含纤维素多的
蔬菜，使玻璃被蔬菜纤维包住，随大便
排出。

吞下的水银不会引起水银中毒，
因为金属汞不溶解于胃肠液，它的比
重又大，到胃里后容易经肠道而随粪
便排出。如为安全起见，在孩子吞咽
水银后，也可喂食些生鸡蛋清或牛奶，
它们当中的蛋白质可与金属汞结合，
然后用刺激咽部的方法使孩子呕吐，
使水银排出体外。

急救医生提醒，如果金属汞在体
内停留过久，会形成有毒的化合物，所
以还是要注意观察孩子的大便和有无
其它不适表现，如出现恶心、呕吐，剧
烈腹痛等异常征象，应及时拨打120入
院抢救医治。

宣萱

治病救人更要治心

杨宇星 主任医师，病区主
任，从事妇产科及妇瘤科临床工作
20余年，1997年在北京医科大学肿
瘤医院进修妇科肿瘤专业，曾在北
京协和医院学习妇科精确放疗，临
床经验丰富，擅长妇科恶性肿瘤手
术、放疗、化疗相结合的综合治疗，
尤其是妇科恶性肿瘤的精确放疗，
发表论文多篇，主持科研两项。

专家门诊：每周二下午，周五
上午。（怀德院区）

玻璃水银温度计：温度准确，但
使用时，放腋下看不出是否夹紧，易
咬破，测直肠温度时用力轻重及插
入深浅不好掌握。测量时间 5 分钟
以上。

额头贴温度计：测量时只需贴在前
额上保持若干秒，就可显示体温变化，
携带方便，但只能提供一个大概范围。
测量时间一般为15秒左右。

电子体温计：操作时间相对较短，
读数清晰，探测头不会划到宝宝皮肤，

但要经常校准温度。测量时间一般为
1-3分钟。

耳朵温度计：直接伸入耳内，通过
红外线测得体温，但宝宝耳道娇嫩，弄
不好会受伤。测量时间1秒钟即可。

红外非接触式额温计：受环境影响
较大，测量结果易受影响，不适合家
用。测量时间1秒钟。

奶嘴式体温计：使用安全方便，尤
其适合1岁以内的宝宝，但准确度不如
玻璃温度计。测量时间1-3分钟。

本报讯 8月6日，武进人民医院
急诊科接连救治多名煤气中毒人员，
均是做饭引起，其中两人病情较重，通
过高压氧等治疗，情况稳定后出院。

王先生一家来自安徽，数天前刚
盘下附近店铺准备开小餐馆。事发时
大约下午5点多，他正在店里用煤炉炖
菜，妻子、母亲及1岁、5岁两个儿子都
在铺中。6点多，邻居敲他家的门无人
应，打开门就闻到煤气味道，王先生的
母亲和老婆已神智模糊，正在呕吐。
邻居随即拨打120，将他们一家送往医
院救治。幸亏发现及时，王先生和两
个孩子没有中毒太深。

无独有偶，8月6日下午，一小饭店
的老板周某和4个伙计在厨房准备食
材，到晚上9点多，周某发现自己头晕、
四肢无力，其他人也出现头晕症状。
120急救医生到场检查后发现，他们均
是一氧化碳中毒。

武进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冯斌提醒，市民在使用煤气炉时要提
高防范意识，定期检查煤气炉或煤炉
的安全性，防止煤气泄露而中毒。一
旦发现煤气中毒的病人，应立即打开
门窗并把病人移至通风处，严重者必
须迅速送往医院抢救。

（李婷 周茜）

十人煤气中毒
均因做饭引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