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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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避孕要注意什么？
出场专家：市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副站长、妇产科主治

医师林艳
专家解答：紧急避孕时如果方法、措施不当仍有可能导

致怀孕，下面7点需注意：
1、一个月经周期中只能用紧急避孕药一次，第二次则会

失效；2、紧急避孕失败而妊娠者，新生儿畸形发生率高，必须
终止妊娠；3、药物紧急避孕只能对本次无保护的性生活起作
用，本周期服药后性生活仍应采取其他可靠的避孕措施。如

果不注意，用药的当月就可能怀孕；4、超量及频繁使用紧急
避孕药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损害。多次重复服用紧急避孕药
会导致月经紊乱、出血或点滴出血延长，给妇女生活、工作带
来不便；5、紧急避孕的有效率明显低于常规避孕方法，而且
由于用药剂量高（一次紧急避孕的药量一般相当于8天的常
规短效口服避孕药量），副作用也明显高于常规避孕药，如改
变月经周期等；6、紧急避孕要在医生指导
下进行。紧急避孕药物应在性生活后72
小时内服用，超过72小时失败率较高；7、
紧急避孕只是一种应急方式，并非一种常
规避孕措施。应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避孕
方法，而不应寄希望于经常使用紧急避孕
药；8、事后使用紧急避孕药的时间越早，避
孕郊果越好，随着服药的时间的后延，失败
率也增加。

紧急避孕要注意什么？

从藏在深闺人未识的高冷科室，发
展为设备规模和诊治水平处于国内先
进水平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市一院核
医学科，注重医教研共进，也为科室发
展赢得越来越广阔的前景。

科研方面，硕果累累，目前在研国家
级项目3项，省级重点项目1项，市厅科
技项目3项，市卫生重点项目1项。部分

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假以时日，如能
转化为临床使用，将造福更多患者。在
教学上，王跃涛主任已从业31年，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是中华医学会核
医学分会常委兼心血管核医学学组组
长，而他带领的团队，各有专长，都是兼
具临床、影像、科研的复合型人才。5年
来独立指导培养了11名硕士研究生。

2015年起在全国率先倡导并主办全国
《核素心肌显像规范化应用》培训班，至
今已连续举办3期，培训了全国20多个
省、自治区近100家医院的500多名专
业人才，已成为国内有品牌效应的心血
管核医学培训班，近年来科室还承担着
5项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不断汲取最前沿信息，将为核医学

科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除注重与国内
各大医院联动，市一院核医学科的眼界，
正逐步拓宽至全球，上海华山医院、北京
阜外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朝阳医
院、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这些或
紧密、或细致的合作，将为市一院核医学
科，尤其是亚专科发展、人才梯队培养等
美好的愿景，增加有力的砝码！

市一院核医学科为患者生命执掌“雷达”

以核医学影像“航母”，助力精准医疗
“很幸运，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前，我接受了PET/CT检查，结果发现在我

的心肌梗死区域存在着可挽救的存活心肌,医生告诉我，这种情况，通过冠脉
搭桥手术，可以明显改善心功能。术后我的症状显著改善了。”63岁的张先
生前阶段因胸闷胸痛伴气促，到市一院就诊，冠状动脉造影显示三支主要血
管均有严重狭窄，临床出现心功能不全症状。在实施搭桥手术前，选择以
PET/CT这种无创的方式准确预测手术能否获益……引入这一全球尖端检
查技术7年来，市一院核医学科全体医务人员，在“核”世界里解读密码、辨析
异常，为患者接受精准医疗提供最可靠的依据！

沈芸 赵霅煜 项守奎/文 王扬 邵晓梁/摄

所谓“核医学”，是将放射性的药物
引入人体，通过仪器探测药物在体内的
分布，观察各部位的代谢或功能状态，
从分子和功能影像对疾病进行诊断；此
外，还可以利用特殊的放射性药物与病
灶“点对点”结合，通过“精准”的内照射
消灭病灶，治疗疾病。

而PET/CT，中文全称为“正电子
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它可同时提
供解剖结构和功能信息，一次检查，

了解全身情况，为医生诊疗提供详尽
的依据，相当于显示雷区，帮助医生
精准扫雷。临床上，PET/CT最常用
于肿瘤、冠心病等疾病的诊断、分期
和疗效评价。

在市一院，核医学科是一个年轻
的科室，但近年来发展迅猛。科室创
建于 1997 年，2009 年成为我市临床
重点专科。2011 年引进我市首台
PET/CT。与此同时，科室按国内核

医学科建设的先进理念重新布局，分
设PET/CT中心、ECT室、核素治疗病
房、放免室、骨密度室等工作单元，开
展功能与分子影像诊断、放射性核素
靶向治疗、标记免疫分析、骨质疏松
检测等工作。科主任王跃涛坦言，

“从重组时间上说，即使在全省范围
内，我们都不占优势，但院领导以高
起点、高标准制定了科室布局和发展
方向。”事实证明，加足马力，弯道亦

可超车。市一院核医学科后来居上，
2013年成为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
科，两年后成为全国心脏核医学培训
基地和我市医学重点学科，去年，科
室成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核医学师
资培训基地，是全国24家中唯一的地
级市医院所在基地。

去年，市一院PET/CT的检查量跃
居全省第三，紧紧排在了江苏省人民医
院、南京军区总医院之后。

市一院的核医学科在心血管核医
学、肿瘤核医学和神经核医学等亚专科
领域都取得了诸多成就。

邱春主治医师介绍：“肿瘤细胞代
谢活跃，摄取放射性药物的能力远远高
于正常细胞，于是形成图像上的‘亮
点’，这就是所谓的‘分子代谢显像’。
因此核医学能提供CT、MRI等常规影
像学检查无法获得的信息。”

牛荣主治医师说，2015年她曾遇到
一位特殊的患者。“45岁的刘娟（化名）
双手反复长出大大小小的皮肤结节，多

次活检为良性，她辗转多家医院，多次医
院会诊均难以诊断。”后来到市一院进行
了PET/CT检查，结果发现“这位患者全
身布满代谢异常增高灶，包括卵巢、肝
脏、多处淋巴结、肌肉、皮下等”，科室集
体读片后认为她身体的这些病灶符合恶
性病变的代谢特征,并建议对腹腔内肿
块穿刺活检。“最后这位患者经病理确诊
为卵巢癌广泛转移。”

PET/CT不仅能发现肿瘤，对于已
经明确诊断为肿瘤的患者，PET/CT在
治疗前分期、治疗后疗效评估、治疗后

复发和转移的诊断等方面也显示出独
特的优势，已成为肿瘤分期、疗效评价
和再分期的利器。“有位结肠癌患者，术
后1年复查CT和磁共振检查怀疑肿瘤
肝脏转移，但在选择治疗方案前，需要
明确其它部位还有没有转移。”王小松
副主任医师介绍，“通过PET/CT我们
发现患者的肝脏出现了一个孤立的转
移灶，其它部位无明显异常，因此可以
再次手术，这为患者制定科学的治疗方
案提供了准确依据。”

作为全国心脏核医学示范基地，一

院核医学科突破性利用核素心肌显像指
导心血管疾病的精准诊疗。邵晓梁主治
医师说，PET/CT可以显示冠状动脉的
血流储备能力、心肌的能量代谢状况，还
可以探测出未来可能引起血管阻塞的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从细胞和分子水平指
导冠心病的诊治，早期筛查出易患心血
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并进行合理干预。
通过无创、精准的评估为心血管疾病患
者保驾护航。一院核医学科这一技术目
前已经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每年吸引全
国各地核医学科医师来常学习。

本报讯 近日，一产妇因顺产疼
痛难忍导致情绪失控在陕西省榆林市
第一医院跳楼身亡，令人痛惜。随着
国家开放两孩政策，越来越多的产妇
选择自然分娩。那么做妈妈一定要忍
受分娩的痛苦吗？这种痛苦能不能减
轻呢？市妇保院麻醉科主任褚国强介
绍，其实随着医学技术发展，这种疼痛
是有办法减轻甚至避免的。

众所周知，医学界把疼痛分为10
级，顺产的痛达到了第10级，是人类
可感疼痛的最高值。然而长期以来，
分娩疼痛被认为是产妇理所应当经历
的疼痛。而这种“理所应当的疼痛”让
很多产妇在经历煎熬的同时还要经历
不被理解、不被关怀甚至被冠以“娇

气”的误解，很容易导致产妇产后情绪
低落甚至产后抑郁。

褚国强介绍，2016年，国家卫计
委启动“快乐产房，舒适分娩”项目，就
是让更多的家庭了解无痛分娩，减少
自然分娩时产妇的痛苦。市妇保院于
2002年起即开展无痛分娩。无痛分
娩在医学上也称为分娩镇痛，已经有
100多年的历史，是一项成熟安全的
分娩技术。分娩镇痛在欧美等发达国
家早已普及，但是在国内却起步较晚，
经常有产妇用“从地狱到天堂”来形容
镇痛分娩，可见这一技术对产妇改善
分娩疼痛意义重大。

市妇保院采用的，是国际上公认的
最安全有效的硬膜外镇痛技术。整个

分娩过程产妇一直处于清醒状态，有的
甚至能下床走动，产妇可以比较舒适、
清晰地感受新生命到来的喜悦。目前，
医院分娩镇痛率已达到53%。自2014
年12月以来，满足了近6000例产妇的
镇痛分娩要求，效果明显。

产检时，孕妈妈就可通过孕妇学
校、早孕门诊、自然分娩联合门诊、妇
女营养咨询门诊等特色门诊，以及学
习孕妇体操、瑜伽及拉美兹减痛分娩
呼吸法等方法，得到有针对性的健康
指导，了解产程情况和孕期饮食运动
要求，掌握分娩技巧，增强顺产信心。
同时，生育风险除了胎儿以及孕妇身
体条件之外，孕妇的心理因素也是潜
在重要的影响因素。医院开设有妇女

心理门诊，通过加强对孕产妇心理健
康状态的评估和筛查，避免孕妇经历
强达10级的疼痛后发生急性应激反
应，出现抑郁症状和自杀行为。

除此之外，医院还开展气囊助产、
家庭式待产、导乐陪伴分娩、会阴无保
护分娩、物理镇痛等多样化助产技术，
缓解分娩疼痛，减少孕产妇、新生儿并
发症，降低会阴侧切率。

褚国强还谈到，有些家长对镇痛分
娩存有疑惑，会担心麻醉药会影响到胎
儿。其实镇痛分娩术中使用的麻醉药
浓度仅相当于剖宫产的1/10-1/5，通
过胎盘的药物微乎其微，对胎儿没有不
良影响，对产程的影响也很小。

（妇幼宣 沈芸）

本报讯 “真是太感谢你了，卢
主任！你解决了我一桩大心事啊！”
才动完手术的刘老先生激动地握住
了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卢
国华的手。

今年五月，65岁的金坛人刘老在
田里干农活，不小心摔了一跤，正好砸
到一个木架子，当时就把眼眶磕了一
个口子。他立马去当地医院就诊，清
创缝合之后就回家了。然而，时间慢
慢过去，刘老的伤口却迟迟不愈合，最
后眼眶上鼓了一个大包。

刘老在外院反复看了几次，还做了
脓肿切开引流，没有多长时间又鼓了一
个包，不仅如此，伤口还时不时地流脓，
夏日里散发出一阵阵臭味，刘老担心得
都不敢出门。这样的日子久了，刘老心
里开始胡思乱想，日渐消瘦，为什么小
小的一个伤口一直愈合不了还长包？
难道我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日前，刘老打听到常州二院卢国
华主任在眼科手术治疗方面很有名
气，决定看看究竟这鼓起的大包是什
么。卢国华仔细询问了病情，怀疑是

否是那次外伤有异物残留，建议患者
做个磁共振。经检查发现，刘老的眼
眶内有明显的异物影，需要进行手术，
最终果然在术中取出了一个大约1x2

公分左右的竹片，还有数枚竹片碎
屑。原来就是这么个可恶的小竹片，
折磨了他将近三个月。

（高雪丽 肖云 李青）

高标准起步，弯道超车，“扫雷”量居全省第三

亚专科细分，诸多领域，交叉融合精准诊疗

医教研共进，多方取经，内化外力发展学科

市妇保院分娩镇痛率已达到53%

近三年满足了近6000例产妇，效果明显

鼓着大包三个月 竟是竹片扎眼眶

1、在家里，院子里和车上留一副防护
镜以备不时之需；

2、使用家用化学制品之前，务必检查
喷雾器的喷头，用完以后，彻底洗净双手；

3、使用除草器和剪草机之前，检查院子
里是否有小碎片、石子、石块，和植物低枝；

4、大人和小孩都不要留长指甲；
5、只要在工作场所就必需配戴适当

的护目镜。焊接工，水管工，建筑工，机械
操作人员和木工都应该学习使用所在行
业相应的护眼工具。其中 PC(碳酸酯)镜
是最好的一种。

6、配戴可阻隔UVA和UVB的太阳眼
镜，防止眼睛被紫外线灼伤。使用人工日

光浴设备的时候一定要戴上特殊的护目
镜。在多云的日子也不要掉以轻心。较
高的紫外线辐射出现在雪地、沙地、水面、
水泥地以及海拔高纬度低的地区。上午
十时到下午四时之间，以及春夏两季是紫
外线辐射最为强烈的时期。

7、儿童和成人在进行任何接触性体
育运动，或者在使用球拍或像曲棍球棒这
类器械的运动时，必需戴上保护眼睛的工
具。在打篮球、使用球拍、踢足球、打长曲
棍球和草地曲棍球时，应该配戴由碳酸酯
材料制成的运动护目镜。拳击、摔角、以
及其他形式的自由搏击运动都极有可能
造成眼外伤。戴拳击手套可以降低发生

眼外伤的可能性。在运动时配戴隐形眼
镜并不能起保护作用。

8、非专业人士无论使用何种类的烟
火制品都是不安全的，包括闪光雷在内。
由于燃放烟火非常容易造成眼外伤，所以
无论是否合法都极不被提倡。

9、确认送给小朋友的礼物中没有锐利边
缘、突出物或者可发射的部件。飞镖、弓箭和
BB枪都可能引致严重的眼外伤甚至失明。

10、为了避免眼外伤后眼睛受到进一
步损伤，伤者应该立即就医。千万不要揉
眼睛，涂药膏或者试图把异物从眼中取
出。化学物品溅入眼睛后，应该用清水或
生理盐水冲洗。

新闻加点料 日常生活中怎样保护我们的眼睛？

本报讯 说起乳腺肿块，很多人认
为这是女性专属，其实不然，男性也有
乳腺，也有可能乳腺增生甚至出现乳腺
肿瘤恶变等。日前，市肿瘤医院就为一
名男性患者进行了乳腺肿块切除术。

8月31日，35岁的钱先生忸怩地
走进市肿瘤医院乳腺外科门诊，支吾
了半天后才告诉医生，大概2个月前，
他无意中发现自己左侧乳房上有一枚
肿块，如一枚一元硬币大小，伴有轻度
疼痛不适感，一直惴惴不安。

接诊的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桂
普，通过触诊发现其左侧乳晕区上方
有一枚3.0×2.5大小的肿块，质地偏
硬，有压痛，就建议他进一步检查或者
手术治疗。所幸，钱先生在9月5日进
行了乳腺肿块切除术，术后病理报告
显示其为乳房发育。

张桂普解释说：“对男性而言，除
了新生儿期间一过性的乳腺增生、青

春期乳腺增大，以及偶尔发生在老年
的乳腺增生外，其他可触摸到乳腺组
织均为异常。临床上会考虑是否为乳
腺癌早期表现或者是其他疾病的临床
表现。如睾丸肿瘤、肾上腺肿瘤、肺
癌、甲状腺功能亢进、肝脏疾病等会导
致男性乳腺发育。”

据了解，男性乳腺发育近年来发
病率有增高趋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
观察到，体形肥胖、不爱运动的男性容
易出现乳腺发育，其余容易导致乳腺
发育的情况还有：喜欢吃快餐、软饮料
的年轻人，和嗜好饮酒、肥胖的中年
人。钱先生几乎每天要饮2两白酒，而
鸡爪和鸡翅是他最喜欢的下酒菜。

张桂普建议男性朋友，日常生活
中要平衡膳食，适量饮酒，适当运动，
一旦发现有乳房肿大及时到医院就
诊，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杜蘅 李青）

每天2两白酒搭菜

中年男子患上乳腺肿块

有 要说画画

9月9日，2017年常州市全国科普
日暨世界急救日主场活动在急救中心
举行，邀请常州市钟楼区都市桃源社
区的居民走进急救中心，学习心肺复

苏、人工呼吸、伤口止血等基本的急救
知识和正确急救方法，提高居民紧急
避险意识和急救能力。

胡平 张海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