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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医生说

军民导医台
解放军第102医院

专科介绍

真假坊间言

医生简介

急救课堂

呼吸关乎生命，分秒之间就会阴
阳相隔。武进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
任医师仇铁峰凭着对内科专业的热
爱，二十年来致力于呼吸病的诊治和
研究，在平凡的岗位上实践着医者的
使命。

潜心修炼，倾心临床技能获肯定

1997年，仇铁峰从江苏大学医学
部临床医学专业毕业，2002年，他赴
上海中山医院进修一年。2003年“非
典”期间，他配合科主任建立“无创正
压通气（NPPV）”，参与并出色地完成
发热病人和呼吸道隔离病区医疗工
作。2015年，他熟练掌握经纤维支气
管镜针吸活检术，使标本采集更细致、
出血更少，更适于肺门和纵隔病变的
诊断，提高纵隔病变的阳检率。

67岁的卞女士因职业关系反复咳
嗽、气喘长达20年，仇铁峰初步诊断
为弥漫性泛细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支气管扩张、肺源性心脏病。

该病例后经上海肺科医院确诊，这也
是该院第一例弥漫性泛细支气管炎诊
断。该病是一种弥漫存在于两肺呼吸
性细支气管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
突出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咳痰和活动
后气促，严重者可导致呼吸功能障碍，
死亡率较高。确诊后，仇铁峰通过对
症处理，延缓了患者的病情进展，延长
了患者生命。

二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使仇
铁峰在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诊治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勇挑重担，倾力科室建设获发展

2015年4月，仇铁峰凭借渊博的
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被医院
任命为高新区院区内科主任，负责院
区内科管理工作。

院区成立之初，内科基础薄弱、医
师队伍整体偏年轻。他从科内人才培
养入手，积极组织医、教、研工作，将自
己的临床经验、理论知识及呼吸内科
新理论、新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科
内医师，帮助他们提高临床能力。两
年来，在仇铁峰的带领下，许多临床上
基层医院相对少见、疑难的疾病在团
队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被攻破，这些

疾病的诊治大大提高了高新区院区内
科医生的呼吸专业水平，也使他们对
呼吸病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精准负责，倾情高效服务惠病患

在忙碌的医疗工作和科室管理之
外，他还积极投身科研工作，先后作为第
一人完成市、区级课题各一项，获市科技
局四等奖、区科技局三等奖；发表省级以
上论文十余篇，其中SCI论文5篇。

该院呼吸内科
与苏州大学附属医
院重症医学科、上
海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建立绿色通
道，为常武地区的
急危重症呼吸病患
者提供快捷高效的
服务系统。仇铁峰
充分通过多种手段
为患者提供精确诊
断 ，争 取 治 疗 时
间。期间，他曾为
两例临床表现不同
的患者首诊为“肺
泡蛋白沉着症”，成
功经上级医院确

诊。很多经他治疗的患者，都被他负
责的态度和丰富的临床经验所折服。

20年来，或许没有惊人壮举，没有
耀眼光环，但仇铁峰有着一份执着：踏
踏实实做人；有着一份追求：端端正正
行医。面对患者的痛苦和充满期待的
目光，让自己接诊的每位患者都能得
到及时的医治和贴心的服务，是他不
变的追求！

武医宣

本报讯 立秋过后，不少人的头
发似乎也像落叶般，越掉越多。这样
的情况正常吗？掉发和身体健康有没
有关系？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法？我
们请教了市中医医院的专家。

“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意思是
气血旺盛之后，多出来的血才会用于
长头发，假如人体血不够用，首先舍弃
的就是它认为不重要的部位，所以血
虚就会掉头发。”该院皮肤科主任、主
任中医师徐刚介绍，常见的如生产、生
大病后掉头发，就是这个道理。秋天
时掉头发比较多，则是和夏天暑热、人
们睡得晚、睡眠时间短、吃冷的食物损
耗人体正气等有关系。

“一般来说，一天掉发在70根到
100根，是正常的。”徐刚表示，对于这
种季节性掉发，如果想要改善，首先要
把导致气血亏损的原因要去掉，如早

点睡、早点起，多做点运动，少想点心
事，饮食清淡一点，避免吃油炸、辛辣、
咖啡等刺激性食物。

“中医角度，只要是有利于气血旺
盛的方法对于固发都有所帮助。比如
阿胶、当归等补血，黄芪、人参等补气，
气血旺盛了，头发就会长起来。”不过
他也强调，不能光看吃的东西补不补，
关键还要看吃了能否吸收。

对于民间有关生姜促生发的说
法，徐刚说，中医认为生姜性温发散，
如果说往头皮上擦有什么作用的话，
那就是促进血管扩张，改善局部供血
状态，但这并不能改变人体内部的状
况。实际上他也不建议多用生姜擦头
皮，“一定要用的话，轻轻按摩一下即
可，不要选择特别浓烈的毛姜，以免对
头皮过于刺激，出现起泡等症状。”

（周茜 何云开）

本报讯 临近日班下班之际，一
位老奶奶身抱3岁男童，冲进二院抢救
大厅大喊：“快救救我孙子！”怀中的小
孩呼吸困难，面部紫绀，濒死挣扎。

据老奶奶说，小孩是吃桂圆时候
噎住了。急性呼吸道异物堵塞在生活
中并不少见，由于气道堵塞后患者无
法进行呼吸，故可能致人因缺氧而意
外死亡。主班护士夏律立马通知儿科
医生、五官科医生急会诊。

眼见着小孩脸色越发的紫绀，挣
扎的越来越痛苦，副班护士王晶立即
采取“海姆立克急救”，双手从背后将
小孩抱住，一手握拳，向上用力冲击其

腹部。然而在五次快速猛烈的冲击
后，却没见桂圆核，小孩的呼吸困难并
没有好转。夏律随即将患儿平躺侧
卧，观察异物的滞留处，此刻发现桂圆
核已在口部，迅速的将这“要命”的桂
圆掏了出来。小孩憋得青紫的面孔顿
时变红润。

医生提醒市民，这些零食最好不
要给老人、婴幼儿食用：果冻、麻花、糖
果、鱿鱼丝、牛肉干、花生酱、坚果类、
小巧水果、多纤维蔬菜、大肉，多刺的
鱼等特别要注意，也切忌边吃东西边
说笑。

（薛雯 李青）

从医13年，作为一名女性外科医
生，我付出了更多的汗水与泪水，可我
无怨无悔。

踏出医学院时，我尚且懵懂，对于
成为一名“医生”，还停留在那些抽象
的概念上——一身白袍、救死扶伤。
直到工作的第一周，由于我的职业警
觉性，最终避免了一位至亲肿瘤的恶
化，挽回了健康。他成为了我医生职
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受益者，而我对医
生职责和使命，也有了切身的体会。

医生要有仁心、责任心、良心。但
要真正时时事事坚持初心，何其难也。

有一次，一名老年患者来门诊就
诊，一月前她的彩超并无乳腺肿物，但
凭借查体的触诊，我怀疑有病变的可
能，当我告知她要再做双乳钼靶片检
查时，患者认为是重复检查收取费用，
明显表现出不满。我苦口婆心地解
释，患者最终勉强同意接受检查，经检

查后发现病灶有簇状钙化灶，手术后
诊断为早期乳腺癌。由于发现得早，
治疗康复效果好，患者找到我，眼神里
不再充满质疑，只有真诚的感激。

不可否认当今的医患关系中偶尔
会缺乏一丝信任，但是只要让病人感
受到我们的仁心和责任心，可以取得
患者的充分信任，也更有利于医疗手
段的实施。

我们病房还有不少晚期乳腺癌的
患者，一名晚期患者经过多次药物治
疗产生了抗药性，新的化疗方案又因
价格昂贵难以接受，我认为普通的药
物如果选用搭配得当，还是可以有机
会尝试一下，于是又详细梳理了一套
方案，她欣然接受。一年多来，每月花
费的并不多，患者病情也平稳。

对于晚期肿瘤患者，对生命的恐
惧不言而喻，我一直告诉她们：“不要
害怕，我们和你们一起努力，并肩作
战，把肿瘤看成一种慢性病，就如高血
压、糖尿病，只要控制得当，还是可以
与正常人一样享受生活。”

在和这些病患一起对抗病魔的过

程中，我感受到了作为医者的最大价
值。有朋友曾问我，一天十多台手术，
还有门诊、科务管理等那么多工作，每
天披星戴月，可很少见你有疲累和抱
怨，你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患者一个信任的眼
神、一个友好的微笑、一句真心的感
谢，都是我坚持的理由，也时刻提醒我
保持初心。每天把工作不折不扣的完

成，当走在下班路上，听着舒缓的音
乐，看着车窗外的霓虹灯，这是我心境
最平和的时刻。

这么多年，我始终一步一个脚印
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医路走来，不
忘初心，凭借自己的能力多医治一些
患者，给她们增添一点幸福感和安全
感，我觉得是一个医生最大的价值。

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许多家长
感慨，“经过一个暑假，小孩长高很
多”。但提及小孩的身高，在医院儿童
身高促进门诊上，我见过不少家长抱
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小孩有多高，
主要看父母。

其实，人的身高可以人工干预。
人的一生婴幼儿期很关键，儿童期是
身高干预的黄金阶段，特别是3-6岁
的儿童，此期如果是矮小患儿越早干
预效果越好、费用越少、生长的潜能也
越多；青春期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骨骺

容易闭合，身高容易停止生长，此期如
果矮小患儿干预效果很差、治疗费用
也非常昂贵。

大家一直认为身高主要由遗传因
素决定的，其实这个观念有误区。举
个例子：美国NBA华裔巨星林书豪父
母身高都只有1.68米，但林书豪身高
1.91米，远远超过遗传身高，可见身高
在后天干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提醒家长们，近年来饮食、
生活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晚发育
的孩子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性早
熟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孩子是不是晚
发育？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儿童生长发
育门诊/儿童身高促进门诊进行咨询、

检查，由专业医生判断。
那么，到了医院，会检查哪些项目

呢？1、血常规：血常规主要是看看儿童
有无贫血。如果孩子贫血了，会影响血
液中的细胞摄氧能力，长高也会受到影
响。2、25羟基维生素D及骨密度：维
生素D缺乏了，钙的吸收就会出现障
碍，通过检测血液中维生素D的含量来
指导“儿童身高促进”，维持维生素D在
一个有利于长高的浓度。3、骨龄片：一
般建议3周岁后每年拍一次骨龄来监
测身高，青春期每半年拍一次骨龄片来
监测身高。许多家长担心拍骨龄片的
辐射量，专家已共识，拍一张骨龄的辐
射相当于看20-30分钟手机的辐射

量。4、肝功能及甲状腺功能：肝功能是
反映肝脏的基本功能，如果肝脏出现问
题会影响到生长激素的分泌，而甲状腺
功能减低症是最常见的导致生长发育
落后的小儿内分泌疾病。

最后，借鉴国内著名的生长发育
专家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关爱儿
童，促进孩子生长发育是第一要务，要
讲科学，贵在行动。经常看到孩子成
长被延误的事例，常见原因一是缺乏
知识，二是盲目等待。所以，对孩子，
有一种关爱叫‘科学’，有一种损害叫

‘无知’。”
市妇保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医

师 王瑛

工作12年来，他秉持“一切为了
孩子，守护心灵净土”的理念，以高度
的责任心、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医德医
风坚守在工作岗位。作为团队负责
人，他勤于钻研，精通业务知识，具有
实干精神和创造性，带领团队每年开
展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上千例，并逐
年增长。他引进并应用国际先进的心
理治疗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儿童心理障
碍的治愈有效率，特别是针对多动症、
抽动症等儿童的心理生物—家庭—干
预获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2014年和
2016年他主持引进的临床评估和诊
疗项目分获江苏省卫计委新技术引进
二等奖和常州市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一
等奖。

他对科研保有极大的热情和求知
欲，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大量外文文
献。近年来，主持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青年基金、1项江苏省科技厅项目和
2项常州市科技应用基础研究计划项
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2篇，其中SCI论文7篇，曾获得“宋庆
龄儿科医学成果奖”，中华医学科技奖
三等奖，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成为江
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江
苏省“科教强卫工程”青年医学人才，
市“831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工程”中
青年骨干人才，常州市卫计委“卫生拔
尖人才”和青年医学创新人才，先后三
次获得卫生局嘉奖，2015年获市卫计
委记三等功一次。

作为一名儿童精神科医生，王苏
弘深知在儿童成长中父亲角色的重要
性，虽然日常工作很忙，下班后还经常
需要利用业余时间阅读最新的科研文
献，但是每天他还会挤出一点时间陪
伴家人，特别是与两个孩子一起游戏
玩耍。“父母虽然是天生的角色，但是
只有不停地学习和成长，才能算是称
职的父母。”——王苏弘用自己的行动
实践给家长们灌输的理念。

“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
博识，知之次也”。对于青年医务工作
者来说，永远要以谦虚的精神对待医
学，王苏弘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通过
十余年的努力工作和知识积累，成为
儿童心理健康的守护天使。

医路走来 不忘初心

许凌云 医学博士，常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乳腺外科科秘书，
副主任医师，常州市医学会普外
科学分会甲乳学组秘书，中国妇
幼保健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
员，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女性肿
瘤预防基金预防大使。主持常州
市应用基础研究一项，以第一作
者SCI论文1篇，国家级及省级期
刊论文多篇。擅长乳腺疾病的筛
查及早期诊断、乳腺疾病的微创
治疗、乳腺癌的手术及综合治疗。

小孩有多高，主要看父母？
吃鱼时最常见的问题是被鱼刺卡

住喉咙，怎么处理？在不少人的印象
中，喝醋、用菜团或饭团强行吞咽等

“土办法”似乎能有效解决，殊不知，这
样的“土办法”其实是急救误区，极有
可能导致异物更加深入。

误区一 吞咽饭团或菜团

因为咽喉食管较为柔软，用饭团
挤压尖锐鱼刺，就如钉钉子一样，会把
鱼刺越挤越深，刺入粘膜内。同时也
可能把鱼刺推入咽喉部、食管，导致鱼
刺更难取出。而且咽喉食管周围有许
多大血管，鱼刺刺伤血管后可造成大
出血，或者刺破粘膜造成感染、化脓、
形成脓肿。因此鱼刺卡喉后绝不能使
用吞食饭团的方法。

误区二 手指抠挖

鱼刺卡住咽喉后，有人习惯将手
指伸向喉咙往外抠，但由于口腔小、
手指短，此法往往只能刺激咽后壁，

引起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甚至出
现挖伤粘膜、加重疼痛等负作用。还
有的人会用劲咳咯，希望把鱼刺咳出
来，如果鱼刺刺入较深，此法通常也
无济于事。因为鱼刺细小，受力面积
也就小，咳咯的冲击气流难以把鱼刺
咳出。

误区三 喝醋

曾经有试验证明，将鱼刺置入食
醋中两天后取出，鱼刺仍比较坚硬。
而且喝醋时醋液在喉咙只能停留几秒
钟就进入到胃部，因此对软化鱼刺毫
无用处。

那么，遇到鱼刺卡喉的危险情况，
到底该怎么办呢？急救医生建议，可
在亮光处用汤匙柄压住舌头前半部向
内观察，若能发现异物，可用镊子或筷
子夹出。若重复数次后还不能奏效，
应及时去医院通过喉镜、纤维支气管
镜或异物钳取出。

宣萱

一切为了孩子
——小记市一院儿童心理专家王苏弘

王苏弘 一位年轻的儿童心理
专家，他将对医学事业的满腔热情
和执着热爱，转化为持之以恒的钻
研和全心全意的为患者服务，赢得
业内同行的一致肯定和患者的广泛
赞誉。

每天掉发不超过100根属正常

中医认为气血不足影响头发健康

要命的“桂圆”

鱼刺卡喉时，
这些“土方法”很危险

与 患 者 同 呼 吸
——记武进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兼高新区院区内科主任仇铁峰

近日，多起有关儿童被猥亵、性侵
的报道引发公众强烈关注和愤慨。而
据“女童保护基金”统计：2016年全年
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
下）案件433起，受害人778人，平均
每天曝光1.21起。

“我刚开始接触时也很震惊，原来
有过被猥亵、性侵经历的未成年人这
么多。”解放军第102医院少儿行为医
学科医生康麒是常州“青果”法律援助
项目的参与者之一，仅今年上半年，他
就接触到10例左右与未成年人有关
的猥亵、性侵案件。“其中多数为猥亵、
性侵行为的实施者，少数为受害者。
受害者中，女性多于男性。”

不管是实施者还是受害者，康麒
说，因为他们本身尚未成年，心理还不

成熟，当猥亵、性侵行为发生后，都可
能出现一定的心理创伤。“我曾经接触
一个未成年男孩，因为感到自己的行
为违背道德，做梦都反复梦到当时的
场景，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这种
情况如果不加干预，可能导致两种方
向的改变：一是进一步发展为抑郁、焦
虑，甚至出现自我伤害的行为；二是自
我放弃，结果人格偏离甚至成为反社
会人格，就可能导致犯罪。”

“如果是受害人，心理压力就更强
了，可能出现精神恍惚、拒绝与人交
流、情绪不稳定、缺乏安全感等症状。”
他记得有一个初中女生遭受性侵后，
家人起初拒绝进行心理干预，然而回
家没几天，孩子就继发创伤后应激，不
仅大哭大闹，还出现明显的精神症状，
时常说有人在骂她肮脏。“这名女生住
院治疗两个多月才渐渐好转。”

在跟进这些案件的过程中，康麒明
显感到，不论是家长还是学校，对于未
成年人的性教育仍然是不足甚至缺失

的。“性教育在学前就应该开始了。哪
些地方可以碰、哪些不可以都要让孩子
清楚明白。尤其现在天热，小男孩们喜
欢光着屁股，有些家人就会开玩笑地去
摸孩子的生殖器，这种行为可以吗？家
长也可以抓住机会教给孩子。”

性教育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康麒
认为是在小学。“此时孩子开始适应
社会关系的早期模式，如何与异性建
立安全健康的友谊，怎样为成熟的交
往方式打基础，是这个时候要学习内
容。预防猥亵、性侵，最有效的方法

还是加强宣教，让孩子懂得识别、规
避危险。”

他特别提醒，如果孩子不幸遭遇
猥亵、性侵，家长一定要重视及时进行
心理干预，必要时可以向专业的医疗
机构寻求帮助。“作为家长，则是要旗
帜鲜明地保护孩子，不能犹犹豫豫、遮
遮掩掩，或者妄想时间能治愈一切，这
种态度只会让孩子感到自己是唯一的
受害人，孤立无援，心理上受到二次创
伤，甚至酿成悲剧。”

周茜 王之辉

对不幸遭遇猥亵、性侵的孩子

一定要重视及时进行心理干预

解放军第 102 医院青少年儿童
心理中心于2013年6月设立，配有住
院部、评估中心和拓展训练中心，拥
有专职心理咨询师、行为训练师、心
理测评师、音乐治疗师等30余名，与
家庭、社会构成康复联盟，以行为治
疗、心理治疗为主，物理治疗、药物

治疗为辅，通过改变求助者的行为
习惯和应对方式，帮助解决儿童和
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问题，促
进成长与发展，回归家庭和社会。
现为常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青少年心
理观护基地，常州市未成年人成长
服务中心天宁分中心。

呼吸内科副主任兼高新区院区内科主任仇铁峰为病人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