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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魏文锋来说，从医19年，医
生已不仅仅是一份神圣职业，更是做
人准则，他怀着大爱之心，诚信为人，
诚信行医，传递着自己的青春热情、激
昂能量。

孜孜求索者 奋楫而前行

神经系统常被喻为“生命中枢”，
脑部手术也一贯被业界视为“难度
大”、“风险高”，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脑外科手术一点也不为过。

魏文锋救治过无数个疑难危重患
者，同时也亲眼目睹了许多患者的生
死离别，无数的汗水和泪水让他真正
体会到工作之艰辛、责任之重大。这
也成为了他兢兢业业工作、孜孜不倦
探索、全心全意救人的动力源泉，让他
始终保持一股奋楫争先的干劲。

作为一名医生，他热爱医学、梦想
攀登医学高峰，在完成好各项临床工
作的同时，他刻苦攻读，成功考取苏州
大学医学硕士；他积极参加全国性行
业学术活动，开展多方位、深层次的技

术研究与交流；他大力开展临床科研
工作，先后参与10余项课题研究并获
奖，并在省级和国家级杂志上发表论
文数篇。

作为一名医生，他努力钻研技术，
能熟练开展各种颅脑外伤的手术与非
手术治疗、动脉瘤的手术与介入栓塞
治疗、面肌痉挛与三叉神经痛的微血
管减压术、配合科室开展内镜下颅底
与脑室手术等。脑外科的手术，尤其
是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头不能动，强迫
体位数小时，手术操作极其精细，一台
手术下来往往颈肩背僵硬。有时几台
手术连着做，从上午一直忙到下午，尽
管很疲惫，但他毫无怨言——在显微
镜下给生命中枢做手术，人命关天，不
能有丝毫疏忽。

勤勉敬业心 跃动医患情

神经外科收治的患者不仅数量
多，而且往往病情重、情况危急、变化
快。魏文锋总是一大早就站在重症监
护室患者床前，仔细为其检查。“挽救
患者生命的同时，还要把致残率降到
最低，所以术后必须保持密切监护。”
魏文锋说。

今年年初，83岁的倪大爷突发神
志不清、呼之不应。经颅脑CTA检

查，倪大爷是左后交通动
脉瘤破裂造成颅内广泛
出血，情况十分危急。魏
文锋接诊后，与家属充分
沟通病情，家属积极要求
手术治疗，这也是挽救患
者生命唯一的方法。尽
管手术风险高、难度大，
但他慎重考虑后勇挑重
担，运用娴熟的技术先后
两次顺利完成全脑血管
造影+PCOA栓塞术、脑
室-腹腔分流手术。通过
医护的积极治疗、家属的
全力配合，昏迷了60多天倪大爷终于
苏醒并转危为安，家属充满了感动和
感激。

“每个医生都是一样的，虽然有时
不能成功治愈每一位患者，但医生都
会尽力去帮助和宽慰每一个患者与家
属。”魏文锋说。

尽心抓质量 尽责勇担当

自从担任科室副主任以来，魏文
锋大部分时间都扑在了工作上。查
房、手术、会诊、管理科室，一天都在围
着患者转，可以称得上“连轴转”的工
作强度，这样的工作日复一日。可无

论有多忙，他仍把每个患者都安排得
妥妥当当，坚持不懈地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如果术后其他方面的效果不
理想，就称不上是一台成功的手术。
让患者有质量地活着，才是我们的最
终目标。”魏文锋如是说。

从医19年，有无数泪水和汗水交
织的场景，有无数惊心动魄和死神交
战的夜晚，也有无数感动与欣慰的美
好。疾病，是医生和患者共同的敌
人。为了打败这个“敌人”，唯有医患
抱成团，彼此温暖鼓励，才是大家共同
努力的方向。

武医宣

“ 时 间 就 是 生
命”，在心跳骤停时更
是如此，如不给予及
时的抢救复苏，4-6
分钟后就会造成脑和
其他人体重要器官不

可逆的损害。因此，心跳骤停后的心
肺复苏必须在现场立即进行。

此时，作为施救者，要做的第一
件事是判断当事人有无意识与反应，
如轻拍肩部，并高声呼叫：“喂！你怎
么啦？”

第二件事，如果心跳骤停当事人
与施救者位于大型公共场所，比如机

场、火车站、商场等，应请求工作人员
启动院前急救医疗服务系统（EMS系
统），如无反应，则立即拨打急救电话
120，说明地点、大致情况、联系人的手
机号等。现场如果只有一名施救者，
应同时高声呼救、寻求旁人帮助，将患
者移至安全地方。但对于溺水、创伤、
药物中毒及8岁以下儿童，应先进行
徒手心肺复苏（CPR）一分钟后，再打
急救电话求救。

第三件事，将患者放置开阔平坦
坚实的平面上（而不是软床或沙发），
解开上衣，头部不要高于胸部，以免脑
血流灌注减少而影响CPR的效果。

第四件事，如发现口腔内有食物、
呕吐物、血块脱落的牙齿、泥沙、假牙
等异物，均应尽快清理。

第五件事，进行心肺复苏。步骤
分为：

1、胸外按压。按压部位为两乳头
连线中点，按压频率应大于100次/分
钟，深度大于5厘米。每按压30次之
后，口对口人工呼吸2次，每5个循环
后重新评估患者意识等情况。

2、开放气道。站立或跪在患者身
体一侧，用一手小鱼际放在患者前额
向下压迫，同时另一手拇指与食、中指
分别放在两侧下颌角处向上托起，使

头部后仰。在实际操作中，此法不仅
效果可靠，且省力、不会造成或加重颈
椎损伤，便于作口对口吹气。

3、口对口人工呼吸。捏紧鼻翼→
吸一口气→口对口包严患者嘴巴持续
将气体吹入（约 1 秒），观察胸廓是否
隆起（隆起表示为有效通气）→连续2
次口对口人工呼吸。

胸外按压→开放气道→口对口人
工呼吸为心肺复苏的一个循环，若患
者意识不清，颈动脉无搏动，胸廓无起
伏，则继续心肺复苏直至专业救护人
员到达。

宣萱

本报讯 4月 22日下午，第四届
常州市十大青年科技创新新锐评审会
在凤凰谷大剧院举行，经12位专家现
场评审、100名大众评审投票评议，市
一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石亮荣以现场
答辩总得票率第三的佳绩当选“常州
市十大青年科技创新新锐”。

在现场答辩环节，石亮荣向评审
介绍了自己的科研主攻方向，并以视
频《点亮曙光 生命续航》全方位展现
了个人成长历程和科研创新业绩，其
精益求精的精神和锐意进取的气质，
赢得评审专家和大众评审团的高度认
可，获得大众评审最高投票数。

石亮荣毕业于苏州大学，博士，
2007年来到市一院工作。作为一名肿
瘤科医生，面对持续增高的肿瘤发病
率和病人强烈的求生欲望，他对救死

扶伤的意义有着切身体会，坚持只要
有一份希望，就尽百分努力。他把病
人的安危放在第一位，完成各类肿瘤
微创手术超过3000台次，并建立了完
备的肿瘤微创治疗体系；面对肝动脉
药盒植入导管脱管率偏高的国际难
题，他连续数年不断创新植入方法，并
获得国家专利，最终使脱管率由30%
降至5%，为70%以上的结直肠癌肝转
移患者赢得宝贵的手术机会；他创新
性地把经皮穿刺放射性粒子植入技术
引入到胃癌术后腹腔淋巴结转移的治
疗中，使患者获得长期生存机会；以他
为主开创的肿瘤微创与免疫治疗综合
治疗模式成果在国际知名肿瘤杂志发
表，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对此进行专题
报道，产生较大的国际影响。

（贺胜男 周茜）

今天是第19个“世界哮喘日”，主
题是“清新空气，舒畅呼吸”。

来自市儿童医院小儿呼吸科的统
计显示，由于小儿呼吸道器官未发育成
熟、免疫系统不完善及环境污染等原
因，近年来，儿童呼吸道疾病的患病率
急速上升，肺炎、哮喘、鼻窦炎等的门诊
量居高不下，很多孩子周而复始地

“咳”、“喘”、“揉鼻子”、“清嗓子”……在
该院每天1800号左右的小病人中，呼
吸道感染的孩子占了半数以上。

本着“同一气道，同一疾病”的治
疗理念，市儿童医院小儿呼吸科在儿
童呼吸道疾病防治领域不断前行，用
精湛技术与医者仁心尽力守护着孩子
们的“舒畅呼吸”。

重点专科强劲实力护航
让呼吸道疾病患儿“健康同行”

市儿童医院小儿呼吸科是常州市
级临床重点专科，也是常州地区唯一
的小儿呼吸专科。科室建立了包括呼
吸专科门诊、专家门诊、雾化中心、专

科病区、肺功能室、脱敏治疗室和睡眠
呼吸监测室等多位一体的新格局，核
定床位80张，主要从事儿科呼吸道疾
病的诊断、治疗及临床研究，包括：儿
童变态反应疾病的临床与免疫学研
究、儿童肺功能及支气管反应性研究、
儿童肺部感染病原学研究及儿童呼吸
道变态反应学检查、儿童哮喘脱敏治
疗等技术。

科室承担了我市各类儿童呼吸道
感染、支气管哮喘及疑难肺部疾病的
诊断和治疗，其中哮喘病治疗方案与
国际先进方法接轨，是常州市诊断及
治疗哮喘较为系统、全面的专科，拥有
国内最先进的耶格牌小儿肺功能测定
仪，可对包括新生儿在内的各年龄段
儿童进行肺功能测定，为儿童哮喘的
诊治观察与预后提供量化指标，由呼
吸专科门诊及哮喘门诊对哮喘病人进
行长期随访及用药指导。

纤维支气管镜取出树枝样痰栓
让生命垂危女童“重新绽放”

科室充分应用呼吸道病原学检
测、纤维支气管镜及机械通气等方面
的综合优势，在呼吸系统疾病诊治方
面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范有效的诊治

方案。近5年来，完成儿童纤维支气
管镜检查近200例，成功抢救各种呼
吸道危重病患者。

女童媛媛（化名）感冒咳嗽两天
后，病情加重，咳得停不下来，喉咙口
发出“吼吼”声，甚至呼吸也变得有点
吃力。当地医院医生给她开了两天的
盐水，谁知第二天输完液，孩子就出现
了发热、呼吸困难、烦躁不安的现象。
当被送进儿童医院小儿呼吸科时，媛
媛已经陷入病危，CT片子上清晰地看
到左侧气管堵塞伴肺不张，支气管肺
炎。医生诊断为重症肺炎、呼吸衰竭、
左上肺不张。根据她的情况，呼吸科
医生为她拟定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加
气管、支气管灌洗手术加内科疗法等
治疗方案。

原来，媛媛的重症肺炎是由塑型
性支气管炎引起，即气道内生性异物
为冻胶状，沿支气管广泛充填堵塞，引
起了肺的通气换气功能障碍。这是儿
科急危重症之一，发病急骤，治疗难度
大，死亡率极高。

通过纤维支气管镜，医生将堵住
支气管的树枝样痰栓全部吸引出来，
并用生理盐水和药物对支气管的各段
进行了冲洗，保证了支气管各段的畅

通，成功挽救了媛媛的生命。

多导睡眠仪检查及早诊断
让睡眠呼吸障碍孩子摆脱“呼噜”

良好的睡眠与孩子的身体、智力
的发育和心理健康成长息息相关。然
而，医学统计，7%-12%的儿童有习惯
性打呼噜，10%-20%的孩子会并发阻
塞性呼吸暂停综合征，出现呼吸暂停、
憋气、睡眠中多次觉醒、张口呼吸、尿
床、白天嗜睡、坐立不安、注意力不集
中等情况，不仅降低孩子的抵抗力，导
致孩子生长停滞、学习成绩差，还容易
造成颌骨畸形等，影响儿童身心发展。

小儿呼吸科引进的新技术多导睡
眠图（PSG）检查，将这一疾患扼杀在
摇篮中。

通过多导睡眠仪的早发现、早诊
断，医生可以找到引起患儿睡眠呼吸
暂停的原因，如：扁桃腺肥大、腺样体
增殖、肥胖、颅颜面及呼吸道先天性异
常、过敏性鼻炎引起的鼻道阻塞、肌神
经障碍导致咽部肌肉无力和长期吸入
二手烟等，进而结合临床药物和器械
及早治疗，让睡眠呼吸障碍孩子摆脱

“呼噜”，恢复健康。
钱群华 杨小霞

在眼科门诊接诊工作中常遇见患
者主诉视力下降并伴有视物变形。眼
科的很多疾病可导致这一症状，而这
也是黄斑前膜疾病的特征表现。

黄斑前膜是多种原因引起的视网
膜胶质细胞和RPE细胞迁移至玻璃
体视网膜交界面，并增殖形成纤维细
胞膜。其常见症状是视力下降和视物
变形，疾病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这
取决于黄斑部病变情况。当黄斑视网
膜表面仅有玻璃纸样改变时，患眼视
力正常或仅有轻微视物变形；当黄斑
部出现水肿皱褶时，患眼视力明显减
退（小于0.5），并可伴有视物变形。

患有黄斑前膜的患者常常好奇是
什么原因让他们患上这个疾病。其
实，有一种类型的黄斑前膜没有任何
确切原因，称为特发性黄斑前膜；而另
一种类型称为继发性黄斑前膜，与以

下因素相关：1、内眼手术后：视网膜脱
离术、玻璃体手术、视网膜光凝或冷凝
术后；2、某些炎症性眼病：眼内炎、视
网膜血管炎等；3、出血性视网膜血管
疾病；4、眼外伤。

是不是所有患者在诊断为黄斑前
膜后都需要手术治疗呢？并不是。黄
斑前膜的手术治疗并无统一标准，手
术与否取决于患者年龄、对侧眼情况、
视力下降程度、是否伴随眼部其他疾
病及视力要求等。

手术能否解除所有症状是患者格
外关注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手术
的目的是剥除黄斑前膜，松解视网膜
牵引力，恢复黄斑正常中心凹解剖形
态。术后65%-95%的患者视力能有
所改善，20%-35%患者最佳视力可大
于0.5。视功能恢复有限的主要原因
有：术前视力差；病程较长导致黄斑发
生不可逆损害伴有血管渗漏；术后持
续黄斑囊样水肿，膜组织残留。如果
不手术，患者当前视力会有继续下降
的风险。

市一院眼科针对黄斑前膜疾病的
发病及愈后特点，开展常规玻璃体切
除术联合前膜剥除术，并有半年到一

年的跟踪随访，严密观察患者恢复情
况，及时采取进一步治疗。

李欢欢

本报讯 近日，一位接近预产期
的二胎妈妈着急地赶到市妇保院，因
为感觉不到胎动，向产科医生孙彩凤
求助。孙彩凤仔细检查后，表扬了这
位妈妈的敏锐，同时她安慰道：“在孕
期的最后两周，胎动可能会稍慢下来，
胎儿成长的速度也会稍稍下降。这些
都是正常的。”

孙彩凤说，每次在门诊都会遇见
孕妈妈不知道如何数胎动，不了解胎
动的意义。像这位已经是二胎妈妈
了，还是不清楚胎动的细节。其实，孕
周不同，胎动也不同。

孙彩凤提醒，怀孕满4个月后，可

明显感到胎儿的活动。胎动的次数多
少、快慢强弱等表示胎儿的安危。从
蝴蝶扇翅膀到捅肚子，准妈妈能感觉
到各种力道。

正常情况胎动1小时不少于3-5
次，12小时明显胎动次数为30-40次
以上。有的胎儿12小时可动100次左
右，只要胎动有规律，有节奏，变化不
大，即证明胎儿发育是正常的。胎动
的次数并非恒定不变，在妊娠28-38
周，是胎动活跃的时期，以后稍减弱，
直至分娩。孕妇的运动、姿势、情绪以
及强声、强光和触摸腹部等，都可引起
胎动的变化。 （妇幼宣 沈芸）

舒畅呼吸 健康“童”行

刘瑶 市一院眼科行政副
主任（主持工作），主任医师，眼
科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从医近
30 年，对多种眼科疾病，如黄斑
前膜，复杂性视网膜脱离，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老年白内障，复
杂斜视等的诊治具有极高造诣，
尤其擅长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
术，联合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黄
斑前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复
杂性视网膜脱离术以及复杂性
斜视矫正术等。临床工作中十
分重视解决眼科临床实际难题，
曾发明制作“视网膜裂孔辅助定
位器”及“小切口白内障摘除晶
体核分割器”，获得国家专利 2
项；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发表
论文30余篇，其中SCI论文3篇。

不可忽视的黄斑前膜疾病
专家谈病

潜心磨剑 厚积薄发
——记武进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魏文锋

黄金5分钟内，你需要做这5件事

急救课堂

市一院青年医生石亮荣

当选我市十大青年科技创新新锐

从蝴蝶扇翅膀到捅肚子

孕周不同，胎动也不同

1、最初胎动的感觉
可能会在18-20周左右时，第一

次感觉到胎动。刚开始的胎动若有
若无，像是蝴蝶在扇动翅膀似的。

2、20-24周胎动的感觉
这几周里，胎儿的胎动会越来越

多。从这时候起，一直到接下来的十
几个星期里，将是胎儿胎动非常活跃
的时期。

3、24-28周胎动的感觉
胎儿可能开始打嗝，所以，孕妇

偶尔会感到肚子阵发性地一跳一
跳。羊膜囊里可容纳多达700多毫升
的羊水，胎儿可以在里面自由地活
动。此时，胎儿可以感受一些外界刺
激，当外界突然发出声响，胎儿会在
子宫里跳一下。一般从28周开始，胎
儿的生活节奏就比较明显了，他会有
睡眠和觉醒的周期。建议从28周开
始每天数胎动，作为监控宝宝健康状
况的一个自助手段。

4、29-31周胎动的感觉
胎儿胎动的幅度变小了，但孕妇

能更加明显地感觉到胎动。胎动的
幅度变小，是因为随着胎儿长大，子

宫里的空间变得狭窄了，胎儿的活动
受到了限制。

5、32-33周胎动的感觉
这时候，胎儿的胎动将达到高

峰。由于胎儿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壮，
从现在开始，胎儿胎动的频率明显增
加，胎动方式也变得多种多样了。

6、36周左右胎动的感觉
这时候，胎儿可能已经头朝下蜷

曲着身体，摆好了出生时的姿势。如
果这是孕妇第一胎，子宫和腹部的肌
肉会比较紧，它们能帮助胎儿保持这
种姿势。孕妇能感觉到的胎动主要
是胎儿用小胳膊和小腿捅孕妇的肚
子，有时候，胎儿还可能会把孕妇的
肋骨踢得生疼。

如果是再次妊娠，孕妇腹部的肌
肉可能松弛而不会那么结实有力，所
以，胎儿可能会不断改变姿势和胎位，
甚至有可能直到预产期都会改变。

7、36-40周胎动的感觉
随着胎儿越长越大，大翻身式的

胎动不再那么频繁了，胎动可能会稍
慢下来，胎儿成长的速度也会稍稍下
降。这些都是正常的。

本报讯 4月 27日，我市召开庆
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劳模先进表彰
大会，市卫计委委属单位多个集体和
个人在会上受到表彰。

其中，市一院内分泌科科护士长
万静波、市中医医院产科主任王冠华、
市儿童医院儿科重症医学科主任邹国
锦、市卫生监督所食品安全标准制定
科科长孙樨陵获2014-2016年度常州
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市三院感染科
主任兼二十九病区主任徐天敏荣获江
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称号；市妇幼保
健院大产科主任王慧艳、市七院呼吸
内科副主任张子洲、市第十三届职工

职业技能竞赛输血专业技能比赛技术
状元闵志军获 2016 年度常州市“五
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市二院、市中心血站荣获 2016
年度常州市“五一”劳动奖状；市一院
心内科、呼吸内科，市二院创伤重症
监护病房，市中医医院心血管内科，
市三院眼科，市肿瘤医院麻醉手术
部，市妇幼保健院大产科，市儿童医
院九病区，市疾控中心检测检验中
心，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医药
技术管理系等10个科室被命名为常
州市“工人先锋号”。

（卫计宣 周茜）

市卫计委委属单位多个集体与个人

获市级以上五一劳动奖表彰

4月24日，市德安医院精神康复
科走进朝阳中学举办音乐治疗体验活
动，让在紧张高压工作环境中的老师
们体验了一次肢体律动放松。

音乐治疗是涉及音乐、心理学、医
学的一门边缘学科，也是一个系统干预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运用各种

形式的音乐体验，帮助治疗对象达到健
康的目的。其形式丰富，大致可分为接
受式、再创造式、即兴演奏式。

图为参与者体验即兴演奏式和再
创造式的音乐治疗，所借助的“乐器”
是塑料杯和参与者自己的身体。

梁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