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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要说画画

杏林撷英

急救课堂

专家介绍

专科介绍

夏季本就是烫伤的高发季节，又
正值暑期，因此事故人群中有不少儿
童，且由于衣服穿得少，皮肤外露，伤
势往往也特别严重。

对于烫伤事故，民间有很多处理
方法，如涂牙膏、炉灰、白酒、芦荟膏、
酱油、红花油等。但这些做法不仅错
误，还有可能使原来的创伤进一步加
剧，增加细菌或病毒感染的机会。
误区一：涂香油在伤口上缓解烧烫伤

香油不能对烧烫伤降温。所有的
油都会阻止热量散发，这与我们需要
做的降温是相反的。

如果你涂了东西在伤口上，到医
院清创时务必要去除，这可能造成不
必要的疼痛和损伤。

误区二：用冰给烧烫伤降温
不能用冰给烧烫伤降温，最好用

水。冰可能会进一步损伤皮肤。如果
没有水，你可以用其他冷的流动液体。

误区三：用粘性绷带包扎伤口
粘性绷带会粘住皮肤，造成进一

步损伤。用干净的保鲜膜或塑料袋盖

住伤口即可。
误区四：去除粘在烧烫伤伤口上的衣服

去除烧烫伤创面附近的衣服或饰
物，但不要碰粘在伤口上的任何物
品。这可能导致更大的损伤。

烫伤的正确急救
急救医生介绍，烫伤发生后，应迅

速避开热源，现场急救做到“一冲二脱
三泡四盖五送”。

冲：即用流动的水冲洗时间持续
10分钟以上，以不感到创面疼痛为止；

脱：在水中小心剪开并脱去衣服，
否则，衣服上的热度得不到散发而继
续作用于创面，会使创面加深；

泡：在冷水中持续浸泡烫伤处30
分钟；

盖：用干净毛巾等覆盖烫伤处；
送：及时拨打120，尽快送医院。
创面不要用红药水、紫药水等有

色药液，以免影响医生对烫伤深度的
判断，也不要用碱面、酱油、牙膏等乱
敷，以免造成感染。

宣萱

这两天，相较前阶段的“烧烤模
式”，人体舒适指数已大大提高。回顾
入伏后的“艰难岁月”，我市气温节节攀
升，市医疗急救中心仅7月23日一天就
送了29名中暑病人到各大医院急诊。
除中暑之外，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
病、肾结石等也颇为高发。

重度中暑“热射病”频发

中暑，是炎热天气里最常见的疾病，
进入高温天气以来，各大医院急诊收治的
中暑患者明显增多，严重中暑的患者中被
诊断为热射病的约占1/4。中暑的患者多
数为中老年人，还有部分为户外工作者。

二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刘文明解释
说，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为严重的致
命性急症，主要是高温引起人体体温调
节功能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积蓄，从而引
发神经器官受损，临床上分为劳力性和
非劳力性两个类型。症状表现为高热
（直肠温度≥41℃），还会出现意识模糊、
惊厥，甚至休克，危及生命。

一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朱滨
提醒市民，热射病起病前往往有头痛、
眩晕和乏力的症状，出现症状一定要及

时降温休息。如果周围有人中暑，只要
生命体征平稳，一定要尽快搬至空调环
境下，如无恶心呕吐现象，可口服淡盐
水或者运动饮料，也可服用仁丹、藿香
正气水等中药。

高温不开空调，肾病接二连三

连日来，全市多家医院平均每天收
治肾结石、肾损伤十余例。

仅7月18日一天，市四院夜间急诊
内科连续收治了十几例肾绞痛患者，将
急诊药房备的止痛药都用完了。

7月20日，市一院急诊也连续收治
了5个急性肾损伤患者，年纪从50-80
岁不等。5个患者情况非常相似，都是
待在家里舍不得开空调，闷热的环境中
大量出汗，几天后小便减少，逐渐出现
恶心、呕吐、乏力的症状。检查发现，他
们的肾功能异常，血肌酐都超过标准
值。

四院泌尿科主任沈亚勋解释说，高
温天大量出汗使得身体水分减少，人体
无法产生足够的尿液，导致体内代谢的
废物无法很好的排出，因而导致一系列
症状，比如肾结石和肾损伤。脱水严重

时甚至可导致肾脏的小管细胞坏死，引
起器质性的肾功能衰竭，可危及生命。

一院肾内科主治医师宗音说：“急
性肾损伤是夏季比较高发的疾病，但是
今年热得早，又持续高温，我们都感觉
这波患者提前到了，数量也比往年多。”

要预防高温脱水导致的急性肾损
伤，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待在高温环境
中，同时补充足够的水分。喝多少水算

“足够”？宗音说，一般而言，充足的尿
量是机体内有足够水分的标志，正常人
的尿量为每天1000-2000毫升，所以
大家应当关注自己的尿量，同时观察尿
液的颜色，尿色深黄意味着尿液高度浓
缩，此时应该要多喝水了。

冷热交替下，中风者明显增多

家住武进洛阳镇73岁的毛大爷平
日身体很好，精力十足，可入伏后一天
早晨6点，他却突然摔倒在床边，不能讲
话，右侧肢体也不能动了。

经辗转送至市二院，毛大爷被确诊
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左侧大脑中动
脉急性闭塞引起可能大，此时距发病已
经过去了3小时。征得家属同意后，医

生为毛大爷进行了静脉溶栓，同时进行
“急诊脑血管造影术”。结果证实左侧
大脑中动脉主干急性闭塞，侧枝代偿不
良，于是立即将血栓取出。

二院神经内科主任恽文伟告诉记
者，入夏以来，尤其是7月持续高温天气
以来，医院接诊的急性脑卒中（俗称“中
风”）病人明显增多，“院内急性脑卒中
救治绿色通道”被频繁启动。“夏季室外
高温，所以大家都喜欢吹空调，快速的
温度变化可能诱发中风。同时，大量出
汗下如不及时补充水分，血液浓稠度增
加，也容易出现血栓，堵塞脑血管。”

恽文伟提醒，老年人血管多硬化，忽
冷忽热的气候易发生意外，因此取凉不
可过分，同时应注意及时补水，多吃蔬菜
水果，合理休息，不要情绪波动太大。

车祸加晒伤，二次伤害相伴而来

7月21日中午，在湖塘人民路发生
一起三轮车与电动车相撞事故。骑电
动车的女子头部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当
场失去意识，一直没有起身。并且，在
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正值盛夏的高温地
面将其烫伤，造成了二次伤害。

南院急诊科副主
任郑琦涵回忆，被送
到急诊时患者意识不
清，经初步检查，患者
为外伤性蛛网膜下腔
出血、左手挫裂伤、腹
壁挫伤、头皮血肿，并
且患者的左臂、左腹、
左腿、右手掌均有不同程度的烫伤。患
者随后被收入神经外科监护室行进一
步救治，医生给予其冰块外敷、伤口缝
合等急救处理。

郑琦涵建议，夏季市民出行应尽量
选择在早上十点前，下午四点以后，避
开最热的时间。此外，高温天，沥青和水
泥路面的地表温度可能达到 50℃至
60℃，人体若接触这个温度两三分钟就
完全可能造成二级以上的烫伤。而人受
伤后，抵御能力严重下降，极有可能伤者
不是因为事故丧命，而是因为高温天引
发的二次伤害丧命。烫伤后应迅速离开
热源，然后用冷水冲洗或冰块外敷，一般
10至30分钟为宜，可降低皮肤温度并减
轻疼痛，另外，千万不要揉搓烫伤皮肤，
如果烫伤情况严重，需马上就医。

热夏未过，仍需注意劳逸结合

入夏以来，我市各医院还接到各种
病例，因门窗紧闭而导致一氧化碳中
毒，热冷交替而出现中暑假象、实际诊
断为肺部感染，食用不洁食品导致肠胃
疾病的。

夏日过半，市中医院夏季养生门诊
专家、市名中医陈建明提醒大家不要掉
以轻心，仍须防范各类疾病，夏天时人的
气血由内向外走，体内的阳气相对不足，
所以提倡“春夏养阳”。陈建明建议市民
们在工作劳动时要注意劳逸结合。另
外，暑易伤津耗气，每天都可以适当食用
冬瓜、苦瓜、绿豆等祛暑化湿的食物。不
能熬夜，睡眠要保持8小时左右。
赵霅煜 徐丹 李青 沈芸/文 朱臻/制图

从医24年，武进人民医院介入血管科博士
石红建始终坚守在影像与介入的医学领域，从
未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介入学科的技术一直
在革新，医疗环境、医患关系也在改变，但身为
医生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石红建对待科学始
终严谨、对待病人始终温暖。

甘于奉献的“介入者”

由于是借助影像设备为患者动手术，手术
时要穿上厚重的铅衣，一年上百台手术，X线的
辐射无法避免。介入科医生的白血球长期低于
正常值，全身多处发生放射性皮炎，头发也越来
越少。由于很多病人是身体条件不允许外科手
术才介入治疗的，部分患者年纪大、病情复杂，
实际手术时间都比预计要长，并且要根据个人
情况适时修改手术方案。这就要求医生不仅要

有过硬的技术、冷静的头脑，还要有平和的心
态、果决的判断等综合素质。

石红建工作的时候总会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
里面记录着一些患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他们
的首诊情况。他说：“很多外地患者、经济条件不好
的患者，在询问过一次后就没了声音，我担心他们
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会延误病情，会主动询问一下。
即使不来我们医院，也要帮他们想想办法。”

勇于钻研的“攀登者”

1993年，石红建以优异成绩从南京医学院
本科毕业，从那时起，他在临床上不断积累，坚持
学习、不断进步。2000年，他攻读南京医科大学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研究生，把介入放射作为主要
研究方向。2006年，石红建师从全国著名放射
学教授滕皋军。2010年，他由东南大学医学院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博士研究生毕业，研究课题
《内皮祖细胞移植防治经颈静脉门腔分流道再狭
窄的实验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赞助。

2011年，他入选常州市卫生系统136工程，
成为该工程第二层次重点医学创新人才工程培
养对象。2012年6-12月，石红建赴美国路易
斯维尔大学附属医院放射科学习交流，2013年，
被列为江苏省333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
象，2016年入选常州市卫计委高级拔尖人才计
划。石红建说，这些荣誉和奖项给他提供了更
好的平台和机会，让他可以在科学研究的探索
中，对前沿技术有更多的认识。

积极乐观的“展望者”

石红建强调，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医疗技
术，介入在血管和肿瘤疾病中发挥着日益重要

的作用，虽然普通人不甚了解，但大部分肿瘤患
者们对其熟悉程度越来越高了。身为医生，石
红建一直给患者和家属普及相关知识，让他们
树立信心，战胜疾病。

76岁的洪大爷尿毒症后双下肢动脉硬化闭
塞，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很多医院看过之后，都
觉得无能为力。在与家属沟通后，石红建团队
还是为老人实施了手术。治疗期间，老人因为
心衰住进了ICU，但是，经过医护人员的积极救
治，老人最终恢复并正常生活，洪大爷的儿子十
分感激，每年都会给石红建发祝福短信。

石红建说：“介入学科带头人黄优华领导有
方，介入科的医生们也十分团结。今年下半年，
科室还会举办‘关于肝胆肿瘤的介入进展’的市
级继教项目。介入学科肯定可以在更广阔的范
围内，造福更多的患者。” 武医宣

人们走进医院，知道内科、外科，
也会知道检验科、放射科，说起核医学
科，很多人会惊讶医院怎么会有“核”
这个危险物品呢？其实，无需谈“核”
色变，核科技运用于医学已经有上百
年历史了，1937年发现的43号元素
Tc是至今核医学科运用最广泛的显
像的核素，1941年开始用131I治疗甲
状腺功能亢进等等，核医学科不仅可
以用于诊断也能用于治疗。

核医学科（曾叫同位素室、同位素
科）是利用现代核技术手段即利用标
记有放射性核素的药物来诊断和治疗
疾病的科室，是核技术的和平利用，它
是医学现代化的产物，是一门发展十
分迅速的新兴学科。

常州市肿瘤医院核医学科是常州
市率先开展131-碘治疗分化型甲状
腺癌（DTC）术后残留、复发及转移灶
的科室，除了来自常州本地的患者，还

有东北、深圳、厦门、苏北地区慕名而
来的患者，东北哈尔滨女性杨某，今年
49岁，患有甲状腺癌多年，因术后复发
先后进行了3次手术。2014年复查时
发现甲状腺癌多处骨转移，复发的癌
症以及剧烈的骨痛，让她绝望了，想放
弃自己的生命，可是看着自己的家人，
她不忍心就此离开。一天，她偶尔在
网上看到甲状腺癌可以用核素131-
碘治疗，而常州肿瘤医院已经治愈了
许多该类型的患者，于是就抱着试试
看的心理从东北赶到常州求治。该科
室主任毛夕保接待了她，详细了解她
的病情后，与全科同志反复讨论后并
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一个疗程结
束后，杨某全身的骨痛明显缓解，3个
疗程结束后，毛夕保告诉她已达到临
床治愈，可以回东北好好休养了，并让
她每年在东北医院进行复查，可是，杨
某依然每年从东北赶到常州肿瘤医院
找到毛夕保主任进行复诊，她还会介
绍其他患者来找毛夕保主任。

“和平利用核素也能造福人类，呵
护人类健康。”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

毛夕保主任如是说。“核医学的出现使
人们对疾病的检测由细胞水平进入分
子水平，已经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无需谈“核”色变，让核技术为
人类健康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是与

“核”为舞的人的梦想。” 杜蘅

连续高温已略微缓解，回顾过去十几天的“烧烤模式”——

酷热引发疾病扎堆
医生提醒：避开高温时段，合理饮食，注意休息

特色专科

夏季小儿烫伤频发

科学处理能让孩子少受伤害

无需谈“核”色变 核技术也能护佑健康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核
医学科始建于 2005 年，是医院重点
建设的专科之一，设有经济型 PET/
CT，ECT，双能 X 线骨密度测定室，
核素治疗部四个学术组，是常州地区
率先开展的131-碘治疗分化型甲状
腺癌（DTC）术后残留、复发及转移
灶等，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迄今
累计治疗患者次数达千余例。

经济型 PET/CT 全称为正电子
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仪，是一种无
创性的分子显像技术，它将PET（功
能代谢显像）和CT（解剖结构显像）
两种先进的影像技术完美结合，起到
1+1＞2的神奇效果,具有定位精准、
定性明确、定量准确、定期正确等优
点，可早期发现肿瘤病变和明确病变
的部位；明确显示形态和功能变化的
病理生理性质；量化疾病或病变在形

态学及功能上的改变；确定肿瘤的分
期或发展阶段，帮助临床医师诊断以
及患者预后的估测。

ECT显像对多器官的疾病诊断
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优势，尤其是恶性
肿瘤骨转移的早期诊断；冠心病心肌
缺血及心肌梗塞的诊断；甲状腺结节
良、恶性质的判定；双肾总GFR或分
肾功能的测定均有着重要的作用。
ECT是目前探查恶性肿瘤骨转移最
常用、最有效的检查方法，可较X线或
CT检查提早3-6个月发现骨转移灶。

今年，医院核医学科引进了一台
双能 X 线骨密度测量仪（GE Lu-
nar DPX-NT），具有极高的精准
度，能早期诊断诊断骨质疏松和骨折
危险度预测，对内分泌和代谢性骨病
的进行骨量测量，从而制定安全、最
佳的治疗方案。

介入医学道路上的笃行者
——记武进人民医院介入血管科博士石红建

7月22日一早，在市妇保院王淮
燕坐诊的早产高危儿门诊外，辉辉妈
妈早已带着宝宝前来答谢了。

今年3月，3个月的辉辉是一名胎
龄仅有30周的早产儿，看起来比同月
龄宝宝要瘦小很多，加上妈妈奶水不
足，家人正犹豫要不要改喝奶粉。

王淮燕听后表示，母乳是新生宝
宝的最佳营养来源，不仅富有新生儿
所需的营养素以及免疫因子且安全方
便卫生，更是培养母子感情的重要桥
梁。在市妇保院，正常新生儿在分娩
之后随母亲回病房，医务人员会进行
母乳喂养指导。然而，住在新生儿科
的早产高危儿，主要靠妈妈将母乳挤

入专用的储存袋再送至新生儿病房。
针对重症监护室早产儿的喂养问

题，新生儿科开展了家庭参与式综合
管理。对于体重达到1000g且生命体
征相对平稳的早产儿，其父母可以进
入新生儿病房对宝宝进行袋鼠式护
理，每天陪护宝宝2-4小时。家庭参
与式综合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建立母
婴情感，更能增加母亲的育儿信心和
能力，减轻她们的焦虑，从而达到增加
乳汁分泌。目前，早产儿出院时母乳
喂养率大大提高，达到80%以上，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

早产高危儿因各种疾病或先天原
因对营养需求更高，宝宝回家后又该怎
样进行母乳喂养呢？在早产高危儿门
诊，医务人员建立跟踪档案，包括健康体
检、喂养指导、发育监测、早期干预、功能
训练等等。对于母乳喂养的妈妈们最

关心的母乳质量问题，王淮燕引进母乳
分析仪，在门诊即可进行乳汁营养成分
的检测分析，帮助妈妈们为爱坚持。

最终，在王淮燕的鼓励下，辉辉妈
妈坚持母乳喂养。看着孩子越来越强

壮，妈妈深感母乳喂养的重要性，更是十
分感谢市妇保院，是那里的白衣天使让
她坚定信念，并且提供科学指导，助她在
孩子的成长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妇幼宣

王淮燕 市妇幼保健院新生
儿科副主任、儿童保健科主任，主
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儿
童早期发展专业委员会脑与心理
发展学组委员，重点研究以及专
业方向：极低早产儿救治及随访
干预。

世界母乳喂养周，市妇保院专家用爱和坚守，携手早产高危儿家庭，给予患儿37度
的恒温母爱……

携手同心 “喂爱”坚持

7月29日，本市举行卫生应急技能
竞赛，竞赛包括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突
发中毒事件处置、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
援等项目，通过竞赛提升卫生应急工作
人员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

胡平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