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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周三，市妇保院妇科
抢救了一例剖宫产疤痕部位妊娠、药
流清宫后大出血患者，当时该患者血
色素只有60g，阴道大量出血，通过输
血、介入等治疗后，目前病情稳定。

28岁的王女士，8年前剖宫产生了
一个女儿，就在前段时间停经后检查发
现意外怀孕，因为不在计划内，所以她就
到附近医院去做了药流，没想到药流清

宫后出现大量阴道出血，后被救护车紧
急转诊至市妇保院，床位医师蒋雯介绍，
王女士到医院时几乎处于休克状态，在
B超检查时发现胚囊着床在剖宫产疤痕
部位，紧急联系放射科行子宫动脉介入
栓塞后患者阴道出血明显减少，为患者
保住了子宫，保留了其生育功能。

剖宫产瘢痕部位妊娠指有剖宫产
史孕妇，胚胎着床于子宫下段剖宫产切

口瘢痕处，是一种特殊部位的异位妊
娠，为剖宫产的远期并发症之一。近年
来，由于国内剖宫产率居高不下，此病
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早期患者通常
表现为闭经和不规则阴道出血，重者可
引起子宫破裂、阴道大出血等严重并发
症，如果被临床医生误认为一般宫内妊
娠施行刮宫时，会造成孕产妇阴道大出
血或子宫破裂，甚至孕产妇死亡。

近2周，市妇保院已收治了3例子
宫疤痕妊娠、药流后清宫大出血患者，
妇科病区副主任谭青青建议广大女性
尽量选择自然分娩，避免无手术指征
的剖宫产，她还提醒疤痕子宫的二胎
准妈妈们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检查，B
超排除是不是剖宫产疤痕部位妊娠，
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范丽君 妇幼宣 沈芸）

本报讯 德国小伙迈克因工作需
要来常州生活不到两周，因为水土不服，
以碳酸饮料、水果代餐。谁知他越喝越
渴，每天喝饮料或者水达4000ml，同时
体重急剧下降，伴有全身乏力，食欲下
降，还出现了呕吐症状，呼气都是烂苹果
味。到四院国际诊疗部就诊，被确诊为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有生命危险。目前，
迈克在四院内分泌科接受胰岛素治疗。

5月3日，迈克按预约时间来到市

四院国际医疗部就诊，经过检查发现其
血糖高达 23.85mol/L，其中肌酐：
94.8umol/L，尿酸：632.3umol/L，钠：
130.0mmol/L，而尿分析也显示：尿糖
3+，尿蛋白2+，尿潜血1+，尿酮体2+，
血气PH值7.03（正常为7.35-7.45），这
些指标表明迈克体内电解质紊乱、酸碱
平衡失调，如果不及时纠正，有可能导
致心力衰竭、多脏器功能衰竭甚至危及
生命，需要住院进一步在治疗。

最终，迈克以糖尿病伴酮症酸中
毒收住入院。迈克听到这个诊断后，
非常惊讶，表示自己既往身体健康，就
是喜欢喝碳酸饮料和吃水果，特别是2
周前从德国到常州来以后，因为水土
不服，平时就以碳酸饮料和水果来代
替正餐，怎么就变成了糖尿病呢？

市四院内分泌科主治医师程明瑜
介绍说，迈克初步诊断为1型糖尿病，
又称之为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多发

生在儿童和青少年，发病的时候，比较
急剧，口渴、多饮、多尿、多食以及乏力
消瘦症状明显，一般体重会急剧下降，
很多患者首发即有酮症酸中毒。

程明瑜解释说：“1型糖尿病大多跟自
身免疫系统、遗传、病毒感染有关，部分饮
食、药物会诱发，迈克很可能是因为短时
间内大量饮用碳酸饮料、食用水果导致体
内血糖急剧增高，胰岛素分泌功能下降导
致酮症酸中毒的发生。”（杜蘅 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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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痔疮多年，最近发作得厉害，疼痛难忍，
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吗？

出场专家：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丁照
明

专家解答：痔（俗称痔疮）是一种位于肛门部位的常见疾
病，任何年龄都可发病，但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逐渐增高。
在我国，痔是最常见的肛肠疾病，素有“十男九痔”“十女十

痔”的说法。
目前认为，痔多见于久坐的人群、便秘的群体、妊娠期的

女性等。此外，长期饮酒和进食大量刺激性食物可使局部充
血，肛周感染也可引起静脉周围炎症，使静脉失去弹性而扩
张等，这些都可以诱发痔疮的产生。

如果你的痔疮出现以下症状，可能需
要手术治疗：经常大便出血，发作频繁，便
血量较多，保守（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者；
痔核较大，便后脱出肛门外，不能自己推回
肛内，需用手托、平卧休息、热敷才能回去；
痔核脱出卡在肛外，内痔嵌顿，外痔水肿，
肛门疼痛者；痔疮经常肿痛，有糜烂性渗
液，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者。

数字病房：无缝对接优质资源

80岁的杨婆婆患有冠心病，早上
病情有些反复。七院心血管内科医生
虞莺在查房时，直接用手中的平板电
脑，连线南京的专家。10分钟后，杨婆
婆就获得了更加精细的用药方案。

虞莺说：“现在我们查房，不再需要
携带纸质的病历档案，取而代之的是这
个平板电脑，里面装有‘移动查房系
统’，涵盖患者的入院记录、病程记录、
检验检查资料等全部住院信息，并且可
以无损同步传输到南京中大医心血管
内科。”

开创全省首家“云医院”后，七院

进一步发展远程会诊的优势，开设了
这一数字双向病区。信息化手段的提
升，实现了资料的无损同步传输，消
除了“距离”带来的诊断误差，让患者
无需跋涉，就可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
疗服务。

平板电脑不仅是医生的标配，每一
张病床边都配备有一台数字屏幕，住院
患者只需动动手指，不仅可以点播健康
科普，还可以看电影电视剧等。

“来住院前我还有点紧张，现在有
医生管着健康，没事看看戏曲，有时都
忘了是在医院里了。”杨婆婆笑着说。

智慧医疗在这里，不仅带来了质量
的提升，还增添了一份温暖。

移动支付：人均减少50分钟

谢先生近来喉咙不舒服，虽然没
感冒，却总是干哑有痰。他带着居民
健康卡，到七院就诊时，经志愿者的引
导，直接在自助挂号机上完成了挂号
缴费。在就诊结束时，经医生询问确
认，包括配药的全部费用直接从卡中
扣除。

“除了取药，居然一次都没有排
队。这是我最轻松的一次就医体验
了。”陈先生原先请了半天假来看病，
结果取完药还不到9点，便直接去上
班了。

七院运行的这套自助服务体系，以

“一个中心、两大载体、三种平台、四类
模式”为运行机制，利用社保卡和居民
健康卡为载体，协同预交金平台、社保
数据平台、医院大数据平台，融合自助
服务模式、实名制就诊模式、诊间支付
模式、多渠道结算模式，优化就医流程，
有效缓解了门诊患者非诊疗环节的排
队拥挤情况。

七院信息科副科长毛吉辰说：“数
据显示，自助服务体系实施以来，每人
就诊时间平均减少有50分钟。”

借助移动支付，七院正在不断优化
就诊流程，从传统的以医院、医生为中
心，向以患者便利为中心转变。

李青 瞿云

早期干预、精准治疗、后续管理，把健康服务送进社区——

市七院：站上“健康促进”的新起点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十九大提出“健康
中国”战略，要求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要达成这一目标，公立医院必须调整发展理念，从“以疾病
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型。在常州经济飞速发展的东部，
市第七人民医院早已开始行动。变体检中心为健康管理中心，
通过健康建档提前干预亚健康人群，并将医疗服务延伸到院外
……2014年，七院获评常州市健康促进医院，2015年又获评江
苏省健康促进医院。

2018年，七院正通过一系列新举措，助力区域健康更上一
层楼。

健康管理覆盖至全周期
常州经开区成立后，经济社会事业快速发展，区域内人口持续增加，现已达47万。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

占比为26.51%，远高于全国的16.7%。市七院作为政府支持区域发展的唯一的市级综合医院，住院患者中60岁以上的占
35%，其中长期得不到科学的康复治疗、需长期生活照料的慢性病、大病康复期、易复发患者人群占大多数。

为应对这一情况，七院积极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突破“等疾病来了治”这一传统理念，向前延伸至“预防疾病发生”，向后
延伸至“管理院外病情”，变被动为主动，将健康管理覆盖至生命全周期。

发展中医药：着力未病先防+
既病防变

徐女士（化名）休完产假，正是入
夏时节，她穿上裙子出门上班，不料却
差点摔跤——轻轻拂过的暖风，像刀
片一样切进膝盖里，疼得她一下蹲坐
在门前。

怎么会这样呢？徐女士前几天刚
做过一堆检查，每份报告都显示她没有
生病。

在朋友的介绍下，徐女士来到市七
院中医诊疗中心，三个疗程的针灸下
来，徐女士的膝盖再没出现过“见风疼”
的情况。

今年4月，在原有中医内科、中医
肛肠科和针灸推拿科的基础上，市七院
整合资源，引入20多名省内外老中医
长期坐诊，打造出了这个“一站式”中医
诊疗区。在常规的中医问诊之外，诊疗
区还引进了一系列特色的中医诊疗手
段，如小针刀、癌症调理、小儿推拿、冬
令膏方等。

不仅是诊疗方便了，去年10月，七
院还在上线了智能化中药房，实现精准
称量，同时满足代煎、颗粒饮片等不同
的制作要求。

与传统中药房忙碌抓药场面不同，
新启用的智能中药房只需2名药剂师
操作便可。两个药柜上整齐地摆放了
400余个白色储药罐，每个药罐底部贴
有专属条码。医生为患者开出的电子
处方，通过信息化系统发送到发药终
端，药剂师只需要通过电脑确定处方，
相对应的白色储药罐便会亮灯，取出倒
扣在配方机出药口，便有机器自动按照
处方剂量要求，将中药配方颗粒调配封
装在特制药盒里，一二十种药，几分钟
便可抓完一张处方。

每个药罐的瓶口配有芯片，如果出
现错拿药罐或者处方配置不当的情况，
系统会弹出红色警示，从而避免因人工
疏忽而导致错误的情况。

拿到中药配方颗粒后，不用自己去
煎药，只需把药倒进杯里，热水一冲即
可服用。方便快捷，还可以随身携带。

“聘请名中医、开发更便利的中药
饮片，这些努力是为了充分发挥中医药
在某些治疗领域的优势，以及养生保
健、治未病方面的独特优势。”七院副院
长顾卫东解释说，七院医疗服务需要覆
盖区域内数十万居民，围绕以健康为中
心，就要让百姓少生病、少生重病，因此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治疗的关口前移
——重视“预防”，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借力医联体：建立慢病管理+
康复管理

88岁的孙婆婆患有老年痴呆，已
卧床多年，生活也无法自理，由于缺乏
相应的护理，身上的压疮2年来反复破
裂，无法愈合，甚至散发出腐臭的味道。

现在，孙婆婆躺在雪白的床上，每
天有人为她翻身、擦洗，浑身清清爽爽，
伤口在精心的护理下也逐渐愈合。

这一切，归功于戚墅堰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康复病房。病房共有30
张床位，是七院与中心专科共建的成
果，建成以来几乎一直处于满床状态。

张承飞，七院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
师、目前康复病房的负责人说：“病房里
住的大多是不能手术治疗的慢性创面
患者和脑卒中康复期患者，他们需要长
期的住院护理，但是医院的床位必须优
先满足治疗需求。现在，这些患者在七
院接受治疗后下转到这里，既满足了康
复期的管理需求，又避免了医疗资源的
浪费。”

这样的帮扶非止一例。
今年4月，七院与芙蓉卫生院结成

紧密型医联体，首批筛查出674名糖尿
病患者，统一建档后进行追踪管理。七
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张丹常驻
在芙蓉卫生院，她认为只有增强患者的
自我管理意识，才能真正做好慢病管
理，因此除了门诊、查房、带教外，每周
四下午她都会到村里进行健康科普，同
时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正是通过医联体建设，七院将优质
资源下沉到基层，在社区建立起慢病和
康复管理体系，从而大大降低了疾病的
发作频率和严重程度。

智慧医疗是改善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随着远程会诊、电子健康档案、诊间支付等各项技术的完善，全新的就诊模
式带来了全新的就诊体验。七院副院长孙骐认为，要提高患者的就诊体验，使医院管理达到现代化、精细化水准，最好的方
法就是借助信息化手段——“让信息代替医务人员和患者跑”。

智慧医疗提升就诊体验

近2周，市妇保院

已收治3例清宫大出血患者

水土不服以饮料代餐

德国小伙血糖飙升险致命
今年5月19日是第8个“世界家庭医

生日”，活动主题是：“我承诺，我服务”。
5月17日上午，武进区高新北区

新城域社区服务站门前人头攒动，武
进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来到了新城域
社区。活动现场，马杭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医务人员为居民详细介绍了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目的、意义及参与
方法，并进行义诊、体检，有 95户共
112名居民与马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签订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
去年，武进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全面推开，共签约62.2万人，全人群签
约率达43%，重点人群签约率达75%，
在代表江苏省接受国家卫计委的调研
督导中获得高度赞誉。在今年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年活动中，武进区继续坚
持量质并举，服务到位。下一步，针对
居民健康需求，武进区将完善签约服
务内容。 周洁 沈芸 文/摄

有 要说画画

武进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走进新城域社区

痔疮需要手术治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