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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课堂

本报讯 市二院肝胆胰外科日
前利用腹腔镜技术，为一名六旬老人
进行了胰腺肿瘤、脾脏和胆囊的联合
切除手术。目前，患者恢复良好，已
经出院。

王大妈（化名）患有多年胆囊结石
胆囊炎，一直保守治疗，近来腹痛逐渐
加重，于是到市二院就诊，拟行微创胆
囊切除术。经过细致检查，医生在王
大妈的胰腺体尾部紧邻脾脏处又发现
了一枚直径约4cm的肿瘤。

“患者家属陷入了两难的局面。”
市二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喻强说，“既想
一次切除所有的病灶，又为老太能否
承受手术带来的巨大创伤而担心。”

市二院肝胆胰外科团队经过周
密的术前讨论和准备，最终利用腹腔
镜技术，在历时近四小时的手术中细
致解剖、娴熟配合，成功为患者切除
了包括肿瘤在内的胰腺体尾部、脾脏
及胆囊。

喻强介绍，腹腔镜作为一种微创

技术的代表正在迅速替代传统开腹手
术，但在胰腺以及联合脏器切除方面
难度很大。医生在逐一分离胰腺周围
血管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大
出血而导致手术失败，这是令不少外
科医生望而生畏的“雷区”。趟过“雷
区”，完整切除肿瘤后，还要凭借精细
而熟练的镜下缝合技术封闭胰腺断
面，才能避免胰腺术后极易发生的胰
瘘。最为可贵的是，三个脏器的联合
切除都是通过同一组钥匙孔般大小的

小切口来完成的，一个刀口做了三个
手术，一次性解决了多种疾病，最大程
度减少了患者的手术创伤。

市二院肝胆胰外科已广泛开展
包括腹腔镜下肝切除术、胰体尾部切
除术、脾切除术、胆肠内引流术、胆囊
切除术、胆总管切开取石一期缝合
术、全腹腔镜下保胆取石术、阑尾切
除术、疝无张力修补术等在内的各类
腹腔镜技术。

（孔志君 孙镇江 李青）

“医生，为什么好好的，突然就没
胎心了呢？”

“医生，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两次
了，这辈子我还能当妈妈吗？”

……
在市妇保院生育技术科，经常能

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名中年医生正和
患者轻言轻语的交流着，还时不时打
着手势，偶尔用笔在纸上画着什么。

他就是顾建东，一名普通的妇科
男医生，却深受患者的喜爱和信任。
在门诊或是病区，总是有很多患者“点
名”找他看病。温暖、细致、放心，这是
患者评价他用的最多的词。

生育技术科很大一部分为复发性
流产和不孕症病患，在长期诊疗的过
程中，她们不仅需要承受身体上的伤
痛，还有心理上的焦虑和痛苦。晓玲
怀孕多次，每次都是不到三个月就流
产了。再次怀孕的她，慕名找到顾建

东，恳请顾建东一定要帮她想办法，留
住这个孩子。住院期间，晓玲睡不着、
吃不下，害怕不幸再次发生，精神处于
极度压抑状态。她一次次来到医生办
公室，反反复复述说着自己的担忧。
然而不管多忙、多晚，只要看到晓玲来
办公室，顾建东总是放下手头的事，耐
心倾听，不厌其烦地解答着她的疑虑、
安抚她的情绪。另一个方面，顾建东
针对晓玲反复流产的病因，查遍国内
外文献、不断调整治疗方案，将保胎中
可能遇到的种种问题都事先想好应对
准备，并逐一解决。最终，晓玲顺利生
子。回想起那段无比艰难的日子，晓
玲说，顾主任不仅医术高明，更是给她
开了一张心灵的处方，给了她坚持的
勇气和信念。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
去安慰。”作为科室副主任，顾建东要
求科室年轻医生，除具备专业的医学
知识之外，还应在服务态度、医患沟
通、心理适应等方面具备执业能力，在
面对病人时要学会换位思考、具备同
理心。

顾建东在科主任的支持和帮助
下，带领生育技术科团队建立了病
员微信群、健康教育微课堂，定期组
织专家名医走进患者进行健康宣教
和答疑解惑。正如顾建东所言：“就
像盲人摸象，如果人们缺乏对大象

的基本认识，即使触摸的是同一头
大象，所描述的样子也会大相径庭；
同理，假如能让患者和医生在治疗
疾病上达成共识，那么治疗效果也
会事半功倍。”

妇幼宣

冬季是煤气中毒高发时节，人们
烤火或用热水器洗澡时稍不注意就容
易引发煤气中毒。2016年11月以来，
我市医疗急救中心已接到多起煤气中
毒报警电话。急救医生提醒，市民要
提高警惕，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以避
免引起一氧化碳中毒。

煤气中毒即一氧化碳中毒，一氧
化碳无色无味却有毒，会随空气被人
吸入肺脏，与血液里的血红蛋白结合，
从而使红细胞丧失携氧能力，使人产
生中毒症状。

一氧化碳中毒较轻时，人会感到
头痛、恶心、心慌、浑身无力。中毒较
重时，脸和口唇呈樱桃红色，神志模
糊，意识丧失，呼吸困难甚至死亡。此
外，家中使用的天然气（主要成分为甲
烷）或液化石油气（主要成分为甲烷、
丙烯等）如果泄露，也会引起人中毒，
出现类似症状。

急救医生提醒，如果发现煤气中
毒者，应迅速采取以下
急救措施：

1、立即打开窗，通
风换气。

2、把中毒者移到室
外或其它空气新鲜的房
间，宽松衣服。

3、如果中毒者神志
不清，要立即呼叫急救
车，同时将患者摆放成
侧卧位（复苏位），以保
持呼吸道通畅，便于呕
吐物排出。

4、如果患者呼吸停止，应立即实
施持续的口对口人工呼吸；如果患者
心跳停止，应立即实施心肺复苏术。

5、尽快送医院，立即给氧，作高压
氧治疗。高压氧治疗尤其适用于中、
重型煤气中毒患者，不仅可使病者苏
醒，还可使后遗症减少。

那么，冬季如何有效预防煤气中
毒？主要方法是保持室内通风，科
学使用煤和燃气，热水器不能直接
装在浴室且设置强制排烟烟囱等；
注意热水器或煤气正确的使用及保
养方法，并随时注意是否完全燃烧；
定期请专业人员检查燃气管道、炉
灶、燃气和燃油器械的安全性。使
用煤气前应确定是否漏气，注意检
查连接煤气的橡皮管是否松脱、老
化、破裂。此外，在机动车车内休息
时，不要完全关闭车窗，且休息时间
不宜过长。

宣萱
2017年的第一天，对我来说是再

平常不过的一天。因为要早起上班，
昨晚没敢晚睡，错过了跨年演唱会。
在上班的路上，微信声不断，等红灯的
时候，一时手痒就点开看一下，各种新
年祝福扑面而来，心底暖暖的。

快到医院的时候，微信声再次响
起，匆匆泊好车，打开手机，两张照片
映入眼帘，忍不住眼泪哗啦啦。那是
我和团队曾经成功复苏的两名心跳呼
吸骤停患者——24岁的烧烤店小妹，
现在已经能坐在轮椅上去红梅公园玩
了；45岁的企业高管，坐在家里的沙发
上，正笑呵呵地刷着手机。

从医这么多年来，我以为自己早

已修炼得不那么脆弱，以为自己能很
好得隐藏我的情绪，但是当我看到这
两条微信内容时，我再也不想伪装坚
强了，这是我和我的团队2016年最大
的收获。

2016年，我和团队一起成功复苏
了4位心跳呼吸骤停的患者，他们，正
是其中两名。

24岁的烧烤店小妹，连续熬夜后，
在回家路上突然心跳呼吸骤停，送到医
院抢救大厅的时候，已经错过心肺复苏
的黄金时间。不愿看着年轻的生命就
这样凋零，我和团队成员没有放弃，冥
冥中她也没有放弃，时而用微弱的心跳
告诉我们，她也在坚持。终于，她恢复
了自主心跳；终于，她有了自主呼吸；终
于，她睁开了双眼；终于，她回答出1+
1=2……照片里的她，穿着红白蓝相间

的羽绒服，坐在轮椅上，手里拿着半截
烤肠，眼神清澈地注视着我。看得出，
她的生活能部分自理了，右手能持细细
的烧烤竹签便是最好的证明。

他，45岁，企业高管，倒在工作岗
位上，同事们给他做了最基础的心肺复
苏，又在最短的时间内送到抢救大厅，
只是多年的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
让他的心脏有了隐疾。一次又一次的
电除颤，终于在第14次的除颤后，他恢
复了窦性心律。如今，他坐在家里的沙
发上，手里拿着智能手机，微笑着。

有人说，生与死只在一线之间；也
有人说，生与死的距离遥不可及。这
种生与死之间的博弈，也许普通人难
以理解，但于我们，是日常工作的一部
分：从心跳呼吸骤停到自主呼吸、自主
心跳，血压平稳，意识的逐渐恢复，也

许是一念之间，也许是转身之间。
那些日子里，我和我的团队们分

分秒秒处于战斗状态，和患者一起度
过一个又一个关口：恶性心律失常、呼
吸道感染、抽搐、内环境紊乱等……所
有那些付出的汗水与心血，在这一刻
得到了认可，我怎能不泪流满面呢？

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鲜
花、微信红包都一边去吧！谁能理解
我这个临床医生内心深处的渴望呢？
他和她知道，发来了我最想要的礼物
——你们健康就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2016已成过去，日子还是那样一
天一天重复着，我的内心却又重新燃
起动力。看着病床上或昏迷不醒的患
者或插满管道的病人，心中唯一期盼
的是，2017年，他们能恢复健康。

四院急诊部 季一娟

小小“钥匙孔”解决大难题

妇科男医生深受欢迎的背后

倾听患者 开出心灵的处方

顾建东 副主任医师，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生育技术
科副主任。从事妇产科工作
近二十年，擅长各种复发性
流产、妇科内分泌疾病及不
孕症的治疗，积极开展科研
并引进新技术、新项目。近
年来，指导并主持省级、市级
及局级课题多项，发表国家
级核心及省级期刊论文多
篇。2014年参加对口新疆乌
恰县援疆工作，荣获“优秀援
疆医生”称号。

人物介绍

最珍贵的新年礼物

冬季煤气中毒高发
如何预防和急救？

医院故事

本报讯 冬日，火锅是不少市民
的餐桌首选，但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却
也有人因吃法不当引起消化系统疾
病，严重的甚至住进医院。最近，解放
军102医院消化内科就收治了一些吃
出来的“火锅病”患者。

“这个是胃镜检查的截图，食道、胃
粘膜均有充血、水肿及糜烂，尤其是食
道粘膜损伤更为明显。”消化内科主任
贺少枫拿着一张胃镜检查报告单介绍
说，49岁的患者陈女士前来就诊时反映
食管有一种烧灼的感觉，吃东西不太顺
畅，再问病史，前一天刚吃过麻辣火锅，
没注意一下子吞食了比较烫的食物。
之后，无痛胃镜检查也显示，她的食道
和胃伤得不轻。而另一位患者汪女士
则是因经常吃火锅而患上胃炎，且局部
糜烂更严重，不得不住院治疗。

贺主任介绍，常见的“火锅病”主
要有三类，分别是口腔类、胃肠病和痛
风症。首先，吃得太热、太辣，极易引
发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咽喉肿痛等口
腔疾病，如果长期这么吃，还有可能引
发更严重的后果。世界卫生组织把超
过65度以上的烫饮、烫食列为2A致
癌因素，一般像热茶热饮、火锅这类饮

食，超过60度以上，就容易导致口腔、
食管及胃粘膜的损伤，长期反复就有
致癌风险。

其次，很多人为了追求口感鲜嫩，
一些牛羊肉之类的食物放进汤中稍微
走一下，还没煮透就吃了，这会引起寄
生虫和细菌感染，引起胃肠炎。建议
大家肉类食物一定要煮熟吃，小于一
毫米的肉片，在滚烫的锅中煮5到10
分钟能将寄生虫杀死，但厚度达到两
到三毫米的肉则要更久，而如果是鱼
类虾类，整条放到锅里，则至少需要煮
5分钟以上才能把寄生虫杀死。

另外，一些高脂类的食物如海
鲜、牛羊肉以及动物内脏中的嘌呤含
量都比较高，嘌呤是动物体内普通存
在的物质，在人体内会转化为尿酸，
人体内尿酸含量过高就很容易诱发
痛风。加上吃火锅时喜欢饮点啤酒，
本身有过痛风病史的人就很容易引
起痛风的发作。

除此之外，贺少枫还建议，注意不
要吃得过饱，暴饮暴食会加重胃肠道
负担，尽量少吃些辛辣、油腻等刺激性
的食物，以免给健康造成威胁。

（王之辉 周茜）

1月7日，中央气象台就近期我国
雾霾天气气象成因召开了媒体通气会，
解释了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不利
的气象条件导致近期京津冀地区霾天
气多发重发。

常州环保部门相关人士透露，近期
的雾霾主要是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北方
污染物输送、周边区域性污染叠加，以
及本地污染持续累积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这个冬天，比雾霾更凶猛的大概
只有对雾霾的全民大讨论了。各行各
业，不同身份立场的人都在探讨治霾问
题。雾霾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和
工作的，又有何应对措施？听听我们的
几位采访对象怎么说。

听说新风系统防雾霾，但不知真假

采访对象：小羽（化名），6岁孩子的
母亲、全职太太

感受到的影响：
雾霾对我来说真的是个大困扰。
一到这种天气，孩子的所有户外运动

都被取消，老师和家长都不放心让孩子暴
露在这样的空气里。但是户外运动是孩
子锻炼身体，培养社交和受挫能力的最好
机会，雾霾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都不利。

孩子过多的精力无处发泄，天天在
家里闹腾，我们全家都很疲倦。而且由
于缺乏运动，孩子免疫力不行，我感觉
孩子一年四季都在生病。这是普遍现
象，前一阵子雾霾，班上30多个小朋友
全勤的只有10个。

天气不好，躲在家里，身体素质不
能提高。身体差了就要生病，更不能轻
易到户外活动，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应对的方法：
我只能一有机会就带孩子去空气

好的地方短途旅行，前几年家里买了进
口的空气净化器，觉得不够用，听朋友
说新风系统防雾霾，但不知道真假。

努力适应，总不能一辈子躲在国外

采访对象：tina（网名），马兰西亚留
学生

感受到的影响：
一回常州就不太适应，总觉得灰蒙

蒙的，空气不干净，皮肤状况会变差。
国外的空气让人舒适，心旷神怡。哎，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国外报道中国雾霾都是用“世界末
日”、“奇幻大片”、“新世界”这种字眼，
很少分析原因。

应对的方法：
努力适应，总不能一辈子躲在国

外。我一直没习惯用口罩，但为了身体
健康，只能学习适应3M标准的口罩咯。

另外，我感觉每个人的环保意识都还
比较薄弱，这需要从全民素质方向提升。

雾霾天气时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多

采访对象：闫廷赞，市一院呼吸科
副主任医师

感受到的影响：
作为呼吸科医生，雾霾天气时最大

的影响是呼吸道疾病患者增多，增加了
工作量。

雾霾会影响呼吸系统的健康。可
吸入颗粒物能直接进入并粘附在人体
呼吸道中，尤其是PM2.5这种直径较小
的颗粒可以进入小气道和肺泡中，对支

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患者而言，容易导致病情急
性发作加重。而雾霾颗粒又是病源微
生物的重要传播载体，粘附的致病微生
物可引起呼吸系统感染等。

我也会担心自己及家人的健康受到
损害。雾霾天气里，我会选择减少外出，污
染严重时开空气净化器。外出一定会选
择戴口罩，大家都已知道著名的N95型口
罩，普通口罩对于PM2.5基本起不到什么
作用。N95不是品牌，而是一种标准，3微
米颗粒物过滤效率达到95%的产品。但
假货较多，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辨别。

应对的建议：
儿童要减少室外活动，将户外活动

改为室内活动。在平时的生活中，毛绒
玩具表面的灰尘、细菌较多，尽量少给
孩子玩或常清洗，让孩子的活动远离污
染严重的地点。

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特别是呼吸
困难的人，戴上口罩后反而人为地制造
了呼吸障碍，心脏病、肺气肿、哮喘患者
也不适合长时间戴口罩。

建议慢病患者避免在早晚雾霾较
浓时外出活动，注意休息。若有病情加
重表现，尽快就医。

一旦堵上就要花更长的时间吸霾

采访对象：丁捷，天宁交警大队文
化宫中队队长

感受到的影响：
一到雾霾天，能见度会变低，对交

通影响很大。高速、高架车祸明显增
多，城市里虽然好一点，但大家会把车
速放缓，容易出现交通拥堵的现象。

一些骑电动车的市民为了防霾，把
自己包的严严实实，口罩、防风镜、围巾
全副武装，会导致视线狭窄从而影响对
路况的判断，影响其他人的行驶，甚至
引发小事故。

到了雾霾天，路上戴口罩的人会占
到30%，但交警都不会戴。一是怕引起
老百姓不安情绪，二是带了口罩不利于
我们执勤，与人沟通说话对方都听不
清，会影响工作。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有过敏性鼻炎，
遇到雾霾天气会加重些，2年前，支队给
发了防雾霾的U型鼻塞，我戴不舒服，就
没用。以前没有咽炎的，这几年开始有
了。一到雾霾天，这两个毛病就犯，必须
随身带纸巾，一天最多要用掉2包。

应对的建议：
家人给我买止咳药，经常煮一些清

肺的食物，我觉得挺好的。雾霾天大家
还是尽量少出门，下班要错开交通高峰
期，一旦堵上就是花更长的时间吸霾。

几乎每样东西都会导致碳排放

采访对象：无尘（化名），环保行业
相关人士

感受到的影响：
作为环保工作者，我们的工作就是

研究雾霾来源，并努力做好本地的污染
防控工作。

作为个人，生活照旧，因为根本躲

不开。人不可能永远躲在口罩和有空
气净化器的环境里。再说，这两类防护
工具，真实功效你无法判定。

几乎你所用的每样东西都和污染
有关，都会导致碳排放。每个人都是雾
霾受害者，同时又是参与者。如果大家
都不环保，而是相互指责，这个世界并
不会因此变得更好。

应对的建议：
我没有特别好的应对建议，只能说

说自己的一些思考。
本地污染源的治理政府一直在推动，

但近期的雾霾为何感觉比往年更厉害？
首先，从大气垂直运动上讲，冬天

的气象不利于污染物扩散，这是全国性
问题。冬天的“逆温层”通常比其他季
节更厚，它像一个锅盖覆盖在城市上
空，形成高空的气温比低空气温更高的
逆温现象，空气中悬浮微粒难以向高空
扩散而被阻滞在低空和近地面。我国
2016年气温为历史第三高，其中12月
为历史最高，冷空气南下减少，逆温现
象就很难改善。

其次，从大气水平运动上讲，常州
的地理位置会比上海这类靠海城市更
容易受外来源输送的影响。远的来说，
污染物可以从三条空中途径从北方经
过常州。近的来说，由于常州位于长三
角中间，无论刮什么风，很难躲开周边
城市的污染源。

而且城市大楼越建越高，阻挡和摩
擦作用使风经过城区时明显减弱。静
风现象增多，不利于大气中悬浮微粒的
水平扩散稀释，容易在城区周边积累。

越声/文 朱臻/摄

雾霾来袭，无法逃离时如何应对？
听听几位采访对象怎么说

天气寒冷火锅热
吃法不当危害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