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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二维码，赶
紧把你关心的问
题发给我们吧。

悦 动 悦 健 康
“悦动悦健康”是常州报业

传媒集团推出的官方微信公众
号，以解读医疗卫生领域相关政

策，传递当下最热点的医学信息和本地卫生医疗新闻等内容
为主。我们会定期邀请本市各大医院知名专家，回答大家在
微信上的提问。

读者提问：平时锻炼机会少，靠吃素可以减肥吗？
出场专家：市四院营养科营养师朱琳
专家解答：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适量安排素食是有好处

的。有研究显示，大量的猪牛羊等畜肉的摄入会增加大肠
癌、乳腺癌的风险。在一些人群中，比如短期内暴饮暴食，高
脂血症，肥胖等代谢综合征和有心血管疾病人群。

偶尔安排纯素食，能够减少脂肪主要是饱和脂肪酸的摄
入量，从而减少促进人体发胖、引起高脂血症及心脑血管疾
病的元凶。素食的另一个好吃在于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对于预防便秘，保护胃肠道功能有良好作用。

但是长期吃素的人群却容易引起各种营养不良的风险。
肉类的蛋白质结构较素食更符合人体，所以吃素人群容

易引起蛋白质缺乏；另外素食者由于没有红肉类的膳食来
源，所以容易引起人体缺铁，特别是女性，由于每月有铁流
失，所以容易出现面黄肌瘦，甚至低血压的情况，此外一些B
族维生素和钙质也容易缺乏。

肥胖的根本原因，在于摄入能量大于消耗能量，改善
膳食结构，即少盐少糖少油少饮料，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过多的能量摄入。但
如果能量摄入过少，在去脂肪的同时，肌
肉也在减少，人体的基础代谢会随之降
低，从而难以维持“减肥大业”。因此建议
大家还是尽量安排荤素搭配的饮食，食物
多样化保证营养均衡，并且进行适当的锻
炼，提升自己的基础代谢，才能达到良性
的减肥。

布新之余，围绕创伤急救，第102
医院还对现有科室做了调整，如骨科就
进一步细分为创伤骨科、关节外科、微
创骨科和手足显微外科，以求更专业更
精细地满足救治需求。

以创伤骨科为例，该科不仅开展常
见骨科疾病的手术治疗，在肢体突发性
外伤的救治方面更是久负盛名。科室
致力于发挥技术优势，尽最大可能帮助
创伤患者提升肢体功能，恢复劳动能
力。科主任方文介绍，通常，手、脚等精
细的肢体再植、再造，骨肌皮瓣等复合
组织移植及肌体的功能重建，需在肢体
离断后的“黄金6小时”内开展，否则离
断的肢体再植后会坏死，并可能引发急

性肾功能衰竭危及生命。为争抢“黄金
6小时”，在机制上，科室除了开通绿色
通道，还要求医生都住在距离医院5分
钟车程以内的区域，并常规安排3名医
生值班，配足抢救力量。目前，该科断
指（肢）再植成功率超过98%，手指再造
成功率超98.5%，各类血管吻合皮瓣移
植的手术成功率达97%，技术水平国内
领先。

以快速处理、快速恢复为目标的康
复疼痛专业，是创伤急救“救治链”上的
重要一环，也是耐心与温情不可或缺的
一环。因意外事故颈椎骨折致高位截
瘫的曹先生对此感触颇深——他曾被
认为再度站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术后转入康复疼痛科，体重近
200斤，大小便不利，医护人员每天帮
我翻身、清理，做康复锻炼，不嫌脏不嫌
累，除了家人，医护人员时刻鼓励着我，
他们不放弃的精神坚定了我要站起来
的决心。”除了一整套系统的康复方案，
擅长于中毒、外科创伤、颅脑疾病救治
的高压氧舱治疗对曹先生的恢复也起
了很大作用，术后第35天奇迹发生：他
的脚趾头可以自主活动了；40天时，双
膝可以稍微弯曲；4个月时，已经可以不
借助任何外力走路了。他语气激动：我
的康复，除了科学的康复措施，还有大
家的共同努力，这不是奇迹，是必然！

事实上，这名患者从陷入心理灾难

到打开心门，第102医院的另一专长
——心理疏导同样功不可没。去年，该
院成立了心理咨询中心，通过专业的危
机干预，积极预防、控制和减缓灾难的
心理社会影响，防止过激行为发生，有
效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心理健康。

“创伤急救”这条主线之外，按照
“大专科、小综合”的发展定位，第102
医院着力推动各科室携手并进，一心一
意改善服务，一招一式提升技术。医院
表示，在完成军队医疗保障任务的前提
下，第102医院将利用发展成果继续为
地方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尤其在处
置地方突发事件和卫生支援保障任务
中勇挑重担，绝不懈怠。

本报讯 行业文化是促进事业发
展，凝聚人心、激发创新力的重要源
泉。为进一步推进全市卫生计生系统
深化党建引领卫生文化建设，充分发
挥典型作用，市卫计委前阶段发起了
文化建设示范点申报活动。经评定，
结果日前揭晓，共7家单位上榜。

这7家单位分别是：溧阳市人民
医院、金坛区中医医院、钟楼区五星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州市中医
医院、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常州市
妇幼保健院和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各单位将在现有基础上，继
续紧扣工作重点，创新文化载体；注

重丰润内涵，寓文化理念于服务发
展中，充分发挥文化示范点的示范、
辐射和带动作用，使行业文化建设
落地生根。

据了解，近两年来，省、市卫计委
十分重视开展以党建引领系统文化建
设的实践与探索，力求发挥医院文化

的导向、凝聚、激励作用，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以文养人，为提升医疗质量、
改进医疗服务、树好医德医风提供精
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今年初，我市第
一、第二人民医院双双入选江苏省第
一批医院文化建设示范点。

（周茜 卫计宣）

学科联合，专家联手，解放军第102医院聚焦胜战——

强势推进“创伤急救”平台建设

战场需要什么就发展什么，老百姓需要什么就强化什么。

实施精准手术，再植再造，确保救得下治得好；专业心理支持，系

统康复，确保创伤降到最低；从救、治到最大限度地恢复，彰显着

医疗技术与人性关怀的有效融合。

“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做人民依赖、人民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在庆祝建军9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一席话掷地有声。

作为驻常的唯一一所军队医院，解放军第102医院早在一年前就主动融入了我市深化医改的大局。在强化练兵备战的同时，医院十分重视让发展成果惠及驻地群众，践行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去年6月份以来，医院全面停止医疗合作，着力在转形象、转方向、转印象上下功夫，特别是对骨科、烧伤科、中毒救治、卒中中心等相关专业的硬件投入和人才引进，
大大提高了医院创伤急救水平，成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重要力量。

周茜 裴伦强 王之辉

今年4月24日中午1点左右，解放
军第102医院急救中心接到通知：有6
名车祸伤员将在20分钟左右到达医院。

放下电话，急诊科肖阳主任按照多
次演练的批量伤救治预案，一边组织人
员准备急救推车、仪器等设备，一边通
知相关科主任和院领导。不到10分
钟，由院长、创伤骨科、神经外科、普外
科、内科、急诊科专家组成的抢救小组，
已在抢救大厅等待伤员到来。

1点30分，6名伤员被送达抢救大
厅，各科专家随即根据受伤部位和伤情进
行检查、分类、标识，分类处置，约40分钟
所有伤员已得到妥善安排。经查，6名伤
员中，一人颅内出血较重，另一人脑部外
伤出血较多，其他4人为肩胛骨、尺骨、骨
盆、颈椎等部位不同程度的骨折和软组织
伤。当天下午，6名伤员均脱离危险。

“这次救治是对我们批量伤救治能
力的一次实战检验。”院长谭兴起介绍，

针对战伤特点和救治任务，去年起，医
院着力整合资源，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引
进和培养，发展与作战密切相关的专
业，重点提高创伤急救能力。“批量伤救
治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通过院
内资源动态调控，以及相关机制的确
立，完成转运监护、检伤分类、专科救治
等，形成满足实战要求、优势突出的军
事医学救治体系，既缩短了救治时间，
优化了救治流程，也提升了救治效率。”

此外，该院要求每人都具备院前急
救能力，当批量伤或突发事件发生时，
每人都是急救员。目前全院第三批院
前急救技能培训即将开始。

在体制上，医院还享有得天独厚的
全军专家资源，让伤者不出常州就能得到
军内专家会诊。目前，烧伤科、肾内科、口
腔科等都有上海专家定期到医院开展临
床查房带教，科室医务人员的救治水平和
职业素养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1周岁的苗苗（化名）前不久到第
102医院接受最后一次换药。一个多
月前的一天晚上，在家玩闹的她冷不丁
跌进开水盆，全身20%的面积被烫伤。
由于辗转就诊，到第102医院烧伤科
时，孩子全身多处已起水泡，创面发白，
哭闹得十分厉害。

“孩子的血管很细，被烫伤后有一个
收缩过程，会使创面看起来颜色苍白，仿
佛伤口很深，但有可能过两天创面就恢
复了血色。”为准确判断病情，采取更适
合的治疗手段，烧烫伤组医生徐韦细心
刺破一个个水泡，保留下泡皮，处理后小
心翼翼将创面包扎了起来。“两天后再观

察，发现胸口右上方约成人指甲盖大小
的创面较重，常规处理是进行手术，考虑
到孩子太小，仍建议保守治疗。”

对创面进行准确判断，是烧烫伤处
理的重点也是难点，对于指导后期治疗
和外观的恢复意义重大。开设烧烫伤
治疗组前，第102医院特派徐韦等6名
医护人员前往华南地区最大的烧伤治
疗中心——解放军第118医院进行烧
伤救治技术强化学习。去年8月，烧伤
组在第102医院启动，当年就收治患者
71人，树立了良好口碑。今年1月-7
月，患者数量已较去年增加近两倍。

45岁的刘先生（化姓）则在该院体

验到另一项前沿技术——基因检测。
此前，因十二指肠溃疡及幽门螺旋

杆菌感染，刘先生接受了标准三联法治
疗。然而治疗一年病情仍不见好转，幽
门螺旋杆菌检测依然呈阳性。在医生
建议下，刘先生到第102医院接受了基
因型检测，结果显示他是CYP2C19纯
合快代谢型，意味着常规剂量的药物奥
美拉唑进入其体内后会被迅速代谢，无
法达到有效浓度。根据这一结果，医生
将他的奥美拉唑用量由原来每天
40mg增加到每天120mg。2周后，其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和溃疡即被治愈。

“基因检测实验室引进的分子生物

学技术，可以对不同个体的药物相关基
因，如药物代谢酶、转运体和受体基因
进行解读，使临床用药由传统的‘千人
一药，千人一量’向‘因人用药，量体裁
衣’转化，提高药物疗效，减少毒副反应
或无效用药情况的发生。”第102医院
医学工程科基因检测实验室医生陈颖
说，目前该科已经能够开展药物不良反
应监测、老年痴呆基因检测、酒精基因
检测等6类检测项目，截至今年7月，这
一技术已使113名患者受益。

而即将开展的质谱检测技术，则可
通过准确检测体内药物浓度和中毒源，
达到更加精确治疗的目标。

对复杂肢体创伤患者进行再植手术，往往用时很长，需要医生分组处
理，轮番上阵，清创、设计、再植、重建、血管神经的缝合等，需要超强的耐力
和高超的技术。

聚焦 让资源效应最大化

推新 让优质医疗惠民生

延展 让医疗服务更到位

本报讯 经地方推荐和省集中会
审、现场复核、综合评估等，第二批江
苏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名单
日前公布，全省共59家单位入选，我
市5家基层卫生医疗机构上榜，涵盖
眼科、口腔科、骨伤科、糖尿病科等。

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
分别为：武进区礼嘉镇坂上卫生院眼
科、天宁区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口腔科、金坛区薛埠中心卫生院骨

伤科、溧阳市溧城镇马垫卫生院口腔
科、新北区圩塘卫生院糖尿病科。

一年多来，这5家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紧紧围绕自身功能定位，提高特
色医疗服务能力，并以此为带动促进
全科医学和其它科室的发展，同时紧
密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居民电子
健康档案管理等工作。以圩塘卫生
院为例，在学科带头人陈敬鸿医生的
带领下，该院糖尿病科成立了一支由

4名专科医生组成的专业团队，不仅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前期、2型
糖尿病、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糖
尿病胃轻瘫、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
糖尿病合并慢性肝病等病种方面取
得较好的效果，在全方位普及防治糖
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等相关知识，通
过个性化、家庭化教育，有效提高居
民对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脑卒中
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方面也有了显著

提升。
至此，我市获确认的省级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已达8个，市级
特色科室为25个。此外，今年还有6
个科室申报省级特色。下一步，市卫
计委将强化对特色科室的动态评估，
进一步引导基层建设特色科室遵循发
展全面、特色突出、技术适宜、规范严
谨的基本原则。

（周茜 卫计宣）

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关科室

入选第二批省级特色科室

市卫计委着力提升软实力

确立7个文化建设示范点

永红联手市一院内分泌科，共建专科，推进医联体——

有专家有床位 双向转诊无障碍

本报讯 “这位患者除了高血压和
糖尿病，还曾脑梗，是II型糖尿病，已有
5年病史，因此一方面要为其控制血糖，
另一方面还要筛查相关的并发症。”

这是一间宽敞的大病房，5张整洁
的床位，市一院内分泌科副主任蒋晓
红一边和患者交流，一边细细向周围
的医生讲解道。

这一幕并不是发生在市一院，而
是在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
在家门口享受到不拥挤的三甲优质医
疗服务，还要多亏医联体的新举措。

8月起，永红卫生服务中心与市一
院内分泌科开展共建专科：由市一院
内分泌科派遣一名高年资主治医师，
常驻永红卫生服务中心，除专家门诊
外，还拥有共建病房5张床位，可直接
收治病人。遇到疑难病例，市一院将
派出主任医师到永红查房问诊。

不仅如此，一院内分泌科与永红
间还建立了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只
要持“双向转诊卡”，两院病房的患者
可无障碍转诊，免去了再排队、挂号等
过程。 （李青 辛献珍）

吃素减肥可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