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介绍

人物介绍

2017年1月3日 星期二

编辑：周茜健康风采B2

杏林撷英

家庭药箱

特色专科

1月1日，是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一
周年的日子。去年年初，该政策实施
时，曾有分析认为，目标人群中40周岁
以上的女性将占50%。而来自市妇幼
保健院再生育门诊的数据显示，前来咨
询生育二孩的女性中，35周岁以上的占
35%，37周岁以上的占20%，40周岁以
上的占10%。

据市妇保院产科主任王慧艳介绍，
2016年1月1日到11月30日，市妇保
院的分娩量为12037例，其中1/3是二
孩，40岁以上的二孩妈妈有200例。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男男女女，
成为这个政策下，最为纠结的人群
——原生家庭的影响、生理结构的制
约、日渐成熟的经济条件、充沛的带娃
人手……

赶上“末班车”，享受多一份亲情

去年年初，最小的“70后”女性已然
越过高龄产妇（35周岁）的红线，如果想
搭乘上这趟“末班车”，他们必须立刻行
动。在市妇幼保健院再生育门诊，主任

医师吴虹桥至今为止遇到的年龄最大
女性为47岁，其余大多数是“70后”。

“我觉得‘70后’的生育意愿和‘80
后’‘90后’有所不同，”1977年出生的
吴小敏（化名）去年8月刚刚生了老二，

“我生长在一个大家庭中，从小都是哥
哥带着我玩，前几年父母生病，我们兄
妹两个家庭轮流照顾老人，人手还算宽
裕，我觉得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是最自
然的状态。”

41岁的崔女士也刚生了二胎，她表
示：“当初生老大时，我和先生还年轻，
精力都在工作上，‘大宝’也主要是由爷
爷奶奶带。现在我们事业稳定了，家庭
经济条件也更好一些，‘大宝’也已留学
在外，不需要我们过多的陪伴。我们想
重新当一回父母。”

更多的人选择顺其自然

吴虹桥发现，前来咨询的“70后”
主要关心三个问题：年龄大了是否还
能怀得上；怎样确保怀上健康的宝宝；
怀孕对孕妇本身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除去一些特殊原因，“70
后”生二孩的心态也更加顺其自然，

“他们更遵从自然规律，会说，试试看
吧，能怀上就生，怀不上就算了。”吴虹

桥总结。
吴虹桥会提醒前来咨询的“70后”

夫妻，在备孕前进行全面的身体体检，
发现问题及早干预，男女双方都要进行
生育能力评估，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男性女性的机能都会逐步退化。对于
那些已经备孕半年以上的“70后”夫妻，
如果生育意愿很强烈，吴虹桥会建议他
们去辅助生育门诊。

除了备孕的艰辛，高龄产妇在妊
娠和分娩中的各项风险也在明显增
加。王慧艳表示，有剖宫产史的育
龄妇女再次怀孕，可能会导致子宫
破裂或者出现凶险性前置胎盘，妊
娠和分娩中有可能出现大出血等，
应听从医嘱，密切监测，根据自身情
况量力而行。

生或不生，这不只是一个问题

相比“80后”的观望、“90后”的潇
洒，“70后”在生育二胎问题上的态度更
为谨慎，而无论生或不生，都不是一个
简单的问题。

如果家有两宝，且年龄差较大的
话，对父母的考验是巨大的。市心理卫
生中心主任王瑞文分析，在两个孩子年
龄相差较大的家庭中，年龄大的孩子无
论在责任和能力上，都是父母“副手”的
不二人选，他们甚至可以帮着父母管理
年龄较小的孩子。“让你的大孩子成为
家庭的一名管理者，并树立他在家庭中
的威信。”

江苏理工学院副校长周兰珍，
2016 年负责市妇联关于二孩政策课
题的研究。她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出
台后，提升了大家的期望值，也满足
了人们的生育愿望，其中，“70后”对
亲情的渴望更甚，生理结构也迫使她
们要在短时间内考虑生不生二宝的
问题，此外，“70后”大多已在社会上
打拼多年，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
且，“70 后”的上一代都已退休回归
家庭，老一辈是参与代养的重要候选
人群。全面二孩一年多，变或不变，都
在悄然发生。

徐丹 沈芸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一周年，在我市——

有“末班车”可搭的“70后”，咨询多多，顾虑重重
影响因素：成长背景、经济实力、生育意愿、生理结构、社会保障等

你知道吗？用药姿
势也会影响药效。如果
用药姿势不正确，药效只

能发挥八成甚至五成。只有正确的用药姿势，才能够完好
地发挥药效。

“涨”这些姿势，药效会更好：
1、无论什么时候，切不可躺着吃药，服药后也不要马

上卧床休息，应该稍微活动一下。
2、大多数口服药坐着或站着吃都可以，服用片剂时要

稍稍仰头，而胶囊则相反，要稍稍低头，使胶囊浮在水中，
就很容易咽下去了。

3、滴眼药要仰卧。点眼药前应先洗干净手，仰卧，或坐
在靠椅上头向后仰，翻开眼睑滴上药水，再闭一会儿眼睛。

4、使用滴鼻液，头略向上仰。在使用滴鼻液之前，应
先清除鼻涕，清洁鼻腔，头微微上仰，但不要过于后仰。依
照医生所指定的滴数，将药液滴进鼻孔内，并轻轻捏几下
鼻子，使药物能够与鼻黏膜充分接触，帮助药物吸收。

5、用喉咙喷雾剂，要深吸气。使用前要摇匀，尽量将
痰咳出，缓缓呼气，头稍后倾，舌头向下，双唇紧贴药瓶喷
嘴，深吸气的同时按压气雾剂，屏住呼吸约10-15秒，用鼻
子呼气，然后用温水清洗口腔。

常州七院药事科 药博士

“要想给患者提供更优的诊疗服务，钻
研必不可少”抱着这样的信念，在市第一人
民医院肿瘤科工作10年来，石亮荣开展实
施的肿瘤微创新技术已达10余项，其中多
项填补江苏省或常州市空白。以他为主，肿
瘤科完成肝肺等肿瘤的射频消融与微波消
融术、组织间放射性粒子植入术、肝动脉药
盒植入术等各类肿瘤微创治疗手术超过
2000台次，手术成功率几乎达到100%，无
一例出现严重并发症。

2009年，科室引进开展经皮肝动脉药
盒植入术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尽管治疗有
效率达到90%以上，但很多病人经过几个月
的治疗后，药盒导管会发生移位，需要重新
通过介入手术矫正位置或不得不中断治疗。

石亮荣查阅了药盒技术几乎所有相关
外文文献，发现导管移位正是经皮植入技术
难以广泛开展的根本原因。“能不能想办法
防止导管移位？”他思考、摸索了半年多，最
终通过改进手术方式，使药盒导管移位发生
率降到5%以下。

更多的事，让同事们对这位青年医生赞
叹有加：直肠癌术后局部复发与胃癌手术后
腹腔淋巴结转移发生率高，且绝大多数患者

无法接受二次手术切除，石亮荣创新性地把
经皮穿刺放射性粒子植入技术引入到这一治
疗难点，使许多淋巴结转移患者获得了长期
生存的机会；腹腔淋巴结周围解剖结构复杂，
经皮穿刺难度大，他首次系统阐述了腹腔淋
巴结穿刺的五条安全路径，相关论文发表在
外国专业期刊上；2012年，他申报的项目《肿
瘤射频消融对CIK细胞体内迁移与抗肿瘤活
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获国家自然科学青年
基金资助；以他为主完成的一项关于肿瘤射
频消融联合PD-1单抗免疫治疗的实验研究
在国际知名杂志《Clinical Cancer Re-
search》上发表，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ACR）
对该研究成果进行了专题报道……

在患者眼中，石亮荣同样有着“敢突破”
的标签。

2012年，一位年轻的女性鼻咽癌患者
来到石亮荣的门诊，已接受放疗与两次外科
手术治疗的她病情复发，肿瘤破坏颅底骨向
颅内生长，侵犯视神经，使其视力下降、左眼

视野部分缺失。国内多数专家认为再次接
受放疗是唯一选择，但肯定会出现双目失

明，对39岁的她而言，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
选择。

石亮荣仔细分析病情与患者心理需求
后，突破性地提出了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的
新方案，最终患者不仅肿瘤完全消除，双眼
视力也完好。

凌晨两点多，整个城市都已经入睡，空
旷的马路上，一辆急救转运车载着一名新生
儿一路疾驰。

新生儿胎龄仅28周，体重不足两斤，各
方面发育都不完善。襁褓中的他自然不会
知道，人生第一场“命运之战”已经打响，而
此行的目的地——常州市儿童医院新生儿
科，一个专业、有爱的团队已经严阵以待。

流动生命线，年转运600多例新生儿

从产房到新生儿科，从一个医院到另一
个医院，危重新生儿的转运可谓困难重重，
抢速度的同时更需专业的救治。为此，市儿
童医院新生儿科于2005年起就开展“新生
儿转运”特色服务。

“配置高级转运暖箱、呼吸机、监护设备
和急救车的同时，由科室青年骨干组成转运
队伍，不分昼夜、酷暑、寒冬，24小时待命，
随时准备为新生宝宝保驾护航。”科主任屠
文娟介绍，11年来，转运人数以每年20%的
速度在不断递增，“从刚开始的每年只有几

十例，到现在每年达六百例，最多时一天中
就连续转运11次。”

新生儿危重症急救网络的构建不仅降低
了全市围产新生儿死亡率，有效提高了新生
儿抢救质量，其积极作用更辐射到丹阳、江
阴、宜兴、靖江等地。

宜兴妈妈徐晴（化名）不会忘记，3年前，
正是由于及时将孩子转运到了常州市儿童
医院，胎龄仅 26周的孩子才得以保住性
命。当时，孩子体重尚不足两斤，为了促进
其生长，特别是神经发育，医院还特别采用
了专门针对极低体重儿的袋鼠式护理，让徐
晴每隔一段时间就与宝宝进行一次皮肤接
触，使宝宝能像在子宫时那样，感受妈妈的
心跳和呼吸。就连孩子吃的奶，也都是徐晴
的母乳，医护人员专门帮她保存在新生儿科
的母乳库里。这份贴心，徐晴铭记在心。

出击危重症，抢救成功率达98%以上

作为新生儿科室的一项“重器”，NICU
集中体现了医护人员与生命赛跑的物质保
障和智慧凝聚。

晨晨（化名）出生不到一小时，就变得面色
苍白，全身水肿，连腹部、胸部都肿了起来，被
诊断为Rh血型不合引起的溶血病。转院来

到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NICU时，孩子黄疸升
高迅速，血色素下降明显，同时出现心衰、休克
等并发症，情况紧急。接到抢救任务的新生儿
科副主任李红新迅速联系市中心血站急送Rh
血浆，并指挥科室医护人员对男婴紧急采取全
身血液置换治疗。近5个小时，抽血和输血同
步进行，在换血680ml（相当于孩子全身血量
的2倍）后，孩子终于顺利度过危险期。

NICU一流的设备，再加上过硬技术，让
一个个患病的新生命得以痊愈。统计显示，
新生儿科每年收治的1500多名患者中，危重
疑难病例约占35%，而抢救成功率达98%以
上，极低出生体重儿抢救存活率达97%以上。

医者父母心，致力提高患儿生存质量

专业与专长之外，新生儿科还有的，便
是一颗颗“医者父母心”。

该科很早就建立“向日葵”早产儿俱乐
部，线上通过QQ群为早产儿家长提供在线
育儿咨询，线下开展沙龙活动定期为出院后
的早产患儿免费体检筛查；2014年，科室在
全院率先推行青年文明号“家长课堂”活动，
普及新生儿日常护理相关知识；为保障已抢
救成活早产儿的生存质量，尽早筛查出脑发
育落后患儿，加强早期干预，2015年，科室
推行多学科诊疗模式，与康复科合作开设

“早产儿联合门诊”，安排专人管理早产儿出
院后随访及康复，目前已为60多名早产儿
建立成长随访档案，大大提升了早产儿出院
后的生活质量。 钱群华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用心托起生命的摇篮

专科介绍
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为无陪高危病

区，内设NICU，2016年获批“常州市新生
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并成功晋升为省
临床重点专科、省巾帼示范岗、国家级青
年文明号、省“五一”劳动先进集体、全国
模范职工小家。该科常规开展新生儿高
频通气呼吸支持、NO呼吸道吸入治疗、全

身运动（GMs）质量评估、新生儿脑功能检
测、早产儿经外周中心静脉置管术等先进
技术，多项技术居省内领先，在新生儿危
重症的抢救如胎粪吸入综合征所致呼吸
衰竭、重度窒息多脏器损伤综合治疗、重
度黄疸换血治疗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
床经验。

“ 他 在 乎 ！”

去钻研，去开拓！

大海退潮后，沙滩上留下许多来不及游
回海中的小鱼。一个孩子来到海边，一条条捡
起沙滩上的小鱼，重新放进大海。有人对孩子
说：“你捡得过来吗？”孩子一边往海里扔鱼，一
边说：“你看，这一条在乎，这一条也在乎。”

因为在乎，所以小孩子在烈日下不停地
来回奔波，同样因为在乎，周彤也在与肿瘤
博弈的路上拼尽全力。

曾经不止一次看到他，过了午餐时间还
在和患者或者家属沟通交流，只因为患者家
属还有疑问；曾经不止一人问他同样的问题

“这个患者还有治疗价值吗？”他说：人的生
命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曾经见他在寥寥数
人的健康讲座上，尽心尽力地讲解，他说：

“哪怕只有一个听众，我也要讲完，多一个人
知道肺癌的防治知识也是好的！”

他就是市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周
彤，一个在肿瘤防治路上的“圣斗士”。

众所周知，肺癌的发病与空气污染、吸
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周彤不仅尽力治疗
肿瘤患者，还积极投身环境保护，以期从根
源上防治。尽量不开车、改骑自行车上班，

参加院内外组织的公益活动，如无烟日骑车
宣传低碳出行、健康知识讲座等——周彤总
是说，尽管他的行动对于减少雾霾作用不
大，但是改变一点是一点。

对周彤来说，肺癌的防治是他的终身事
业，因此从不放弃每个传递健康理念的机
会。有一次加班回家晚了，骑自行车不安
全，周彤便打的回家，一上车他就闻到了香
烟味，于是主动和司机攀谈，希望在潜移默
化中改变司机的健康观念：不在密闭狭小的
空间里吸烟，汽车启动后先开窗通风几分钟
再关窗，夏季使用空调的时候也要注意开窗
通风等等。就这样，他一点一滴地传递着肺
癌的防治知识。只因在他看来，关于健康的
任何事都不是小事。

作为科室负责人，周彤在肩负学科建设
与发展的同时，对临床业务工作也从未放
松，凡事亲力亲为，每位新患者入院的时候，

他都要利用晨间或晚间查房的机会为患者
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望、问、闻、触、切，每
个细节他不轻易放过。

有位肺癌患者在所有疗程结束一年后
到医院例行检查，周彤在认真查阅了他所有
的检查后，建议他到上海做进一步检查。当
时，报告仅有一项肿瘤指标稍微高一点，患
者怀疑他是不是小题大做，而周彤耐心地为
他分析答疑。最终，患者将信将疑地去上海
做了详细的检查，在主动脉上寻找到了一枚
直径约2厘米肿大的淋巴结，而且密度很
高。上海医生说：“你的主治医生肯定是一
个负责的人，这么细小的变化他都能及时发
现”。那位患者从此不再怀疑周彤的任何治
疗方案，安然接受周彤和他的团队为其制定
的治疗方案和护理措施。

每个人都有拥有健康的权利，这就是周
彤的行医理念。 杜蘅

周彤 主任医师、肿瘤内科副主任，
胸部肿瘤中心主任医院肺癌多学科团队
秘书、医学硕士，从事肿瘤内科专业工作
20余年，对常见肿瘤的个体化治疗，尤其
对肺癌生物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理论与
实践有深入的研究与体会。

专家门诊：周一上午怀德院区

用药也要讲姿势

在常州市中心血站的大门口，时
常看见停着一辆3米多高、载货20多
吨的大卡车。血站人一看就知道，刘
永振又来献血了。

刘永振，2007年从安徽老家来到
常州，开始了他的献血生涯。这位身

高不到1米7，体重只有60公斤的中年汉子，十年来捐献单
采血小板136个单位，挽救了无数个生命垂危的患者，为第
二故乡无偿献血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永振来到常州后，做过很多工作，送过快餐，做过快递
员，开过运输车，而唯一不变的是他那份执着的爱心。只要到
了献血间隔期，他便会主动给血站单采室打电话预约献血，目
前献血次数全市排名第十，堪称我市成分献血的楷模。

羊年除夕，路上车来车往，十分拥堵，人们都赶着回家
与亲人团聚，刘永振却开着他的大卡车来到了血站。原
来，刘永振在几周前了解到春节期间献血的人比较少，医
院用血量却不减，因此主动与血站预约除夕来献血。除夕
下班前，他刚从嘉兴运货回来，载着价值几十万元的用于
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硅片，一边是着急等待他来交货的工厂
老板，一边是与血站护士的约定。一旦错过交货时间，刘
永振自己就要赔钱给老板，这趟货就算是白运了。为了不
耽误献血，刘永振连忙打电话给老板和仓库负责人说明情
况，并保证献完血后及时送货回单位。老板问他：“你献血
多少次了？”刘永振不好意思地说：“已经100多次了，这次
医院里有病人用血，等着我来献。”老板立刻答应了他。

在刘永振的心里，献血不是一种利益交换，而是一次
救人的机会，是一种爱心的传递。长期以来，支撑着刘永
振参加无偿献血的，不仅仅是他那颗炙热的心，更是家人
的支持。他时常拿着他的一沓献血证逗儿子，儿子对他
说：“爸爸，你在我心中是一个超人，我知道，爸爸献血是为
了救人，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许多人不理解刘永振
为何要一直坚持献血，每当听到风言风语，他会主动宣传
无偿献血的益处，儿子的这番话更让他增添了浑身力量。

自2009年，刘永振曾多次被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联
合授予“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面对着这一本本的
烫金证书、一块块奖章，在荣誉面前，这位普通的打工汉子
显得十分平静，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献血能够挽救一个
个生命，这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和荣耀。他说：“只要身体允
许和病人需要，我会一直坚持。”这位普通的新市民，用他
不普通的无私奉献，感动了无数人。 周欢欢 盛玲

开着卡车去献血

石亮荣 市一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江
苏省“三三三”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才，常州
市卫生系统领军人才；任中国抗癌协会微创
治疗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肿瘤化疗与
生物治疗分化青年委员，江苏省免疫学会青
年委员。擅长转移性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
与肺癌的综合微创治疗。在省内较早开展肿
瘤微创治疗联合免疫治疗的基础与临床研
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1项，省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1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发表SCI论文9篇，获省卫生计生委医学新技
术引进一等奖1项。

专家门诊：周二上午

“热血”常人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