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海燕是武进人民医院一名主任
药师，她性格爽朗而执着，严谨而内
敛。作为与医生、护士一起并肩作战
的战友，她不拿手术刀，也不直接护理
病人，不在抢救患者的第一线，永远站
在医疗工作的后方，这就是低调的临
床药师。和普通药师相比，她除了需
要掌握药品的知识，还需要有临床思
维，是合理用药的把关人。

张海燕的父亲是国务院特殊紧贴
享受者、国内著名心脏外科专家、留美
学者张剑平教授，母亲也是一名药
师。从小耳濡目染，她对医学产生了
深厚的兴趣，上大学时，她坚定地选择
了药学专业。2000年，张海燕跟随父
母从昆明回到家乡常州，进入武进人
民医院工作。2004年，医院成立了药
学部临床药学室，她成了临床药师。

业精于勤，敬业行胜于言

武进人民医院临床药学成立之
初，很多人并不了解临床药学、不认可
临床药师，张海燕心里清楚，要想开展
一项全新业务，仅凭一腔热血远远不
够，而是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熟练的
实践技能以及良好的团队协作与沟通
能力。2007年，张海燕赴上海复旦大
学中山医院进修，并攻读了硕士研究
生，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面对患者，张海燕始终付出耐
心和爱心，拿着一张详细的用药教
育单，到床头与患者一对一“辅导”，
深入交流。随着医院临床药学团队
的逐步规范，她带领着团队秉承着
敬业、负责、进取的服务理念，通过
规范医院临床药师查房、下乡义诊
咨询等方式，对患者进行用药教育，
提供用药咨询指导等，加强对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的随访，进
一步提高患者用药的依从性。同时
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加强

合理用药宣传。

真情倾注，关怀润物无声

如今，合理用药备受重视。张海燕
所在的科室负责全院病人安全用药的
重要把关环节，张海燕临床药师的身份
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同事和患者认可。

“临床药师在药物方面更专业，给
医生护士的指导很重要。”骨科医生表
示，外科医生对药物的研究程度不深，
有的患者有多种基础疾病，患者使用
的药物包括抗生素、抗凝药
等，有时候没有考虑到不同
药物之间的反应，出现了不
合理用药。部分骨折患者
术后会出现发烧等症状，张
海燕查房时详细记录患者
的基本情况和用药情况，从
发热原因分析着手，提出合
理的治疗方案，并进行药学
监护，为优化给药方案出谋
划策，医护们收获很大。

2010年，张海燕被选为

医院首批青年人才培养对象，赴美国
罗德岛医院学习培训，全面提升各方
面素养。“发达国家的临床药师是最受
信任的职业之一，与之相比，我们国内
临床药师的培养还处于起步阶段”，张
海燕表示，目前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
是工作重心，要在药学领域和临床领
域深入钻研，成为临床合理用药的高
层次人才，还有很艰辛漫长的路要
走。唯有尽心尽力，才能不负重任。

武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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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多少

特色专科

天一热就爱出汗，尤其是胖人，一
动一身汗，让人浑身难受。

其实，汗腺是人体自带的“空调”，
是人体最天然的保养品，到了夏天出
汗少的话，感冒、皮肤病、失眠就会找
上门，心脏病发病率更是成倍涨，出一
身健康汗对健康有益无害。但汗也是
人体的晴雨表，有些异常出汗信号是
身体发出的无声警告。

头部汗多 若暴饮暴食后出现头
面部多汗，同时感觉上腹部胀满、口
渴，多为积食。

若头汗过多且伴随肢体沉重无
力、胃胀不适欲呕、身体发热、舌苔厚
而黄腻，多是脾胃有湿热的表现。此
外，老人和产后身体虚弱的女性，也会
有头汗过多的情况，多属于气虚。儿
童头汗过多属正常现象。

建议：根据不同症状分别论治。积
食者可通过减少进食量、吃清淡饮食来
缓解，严重的也可以吃一点加味保和丸
等助消化的中成药。湿热重者应注意
清淡饮食，通畅二便，健脾祛湿。气虚
者需保证睡眠充足，多吃温补食物。

颈部汗多 颈部汗腺不太多，若
常出汗，可能与内分泌不调有关，也和
体内湿热有一定关系，由于湿性黏滞，
导致体内气机不畅，往往表现为上半
身或颈部以上出汗。

建议：多吃一些滋补肾阴的食物，
以滋阴潜阳为法，可多吃如芝麻、糯米
等食物。少吃辛辣、煎、炸、爆、烤食
品，荔枝、芒果等水果也尽可能不吃，
多吃蔬菜、高蛋白类食物。

腋下汗多 腋下分布了很多大汗
腺，所以汗液较多。如女孩腋下出汗多，
可能是气虚，时常还会伴有气短、乏力、
眩晕的感觉。如果汗液分泌过分旺盛，
且气味很大，可能是平时的饮食过重。

建议：气虚的女士建议在夏天不
要做大量的运动，以静慢运动为主，多
吃补气的山药。预防腋下异味，饮食
清淡是关键，尽量不吃或少吃味道过
重、煎炸、烧烤、辛辣的食物，养成多菜
少肉的饮食习惯，多吃水果。

胸口汗多 多见于脑力工作者，
这类人群常伴有精神倦怠、食欲不振、
睡眠差、多梦等表现，属于思虑过度，
心脾虚损所致。

建议：可通过适当的运动，缓解压
力，调节心身。

手脚心汗多 手心和脚心爱出
汗，说明湿热重。湿热重的人平时还
会大便黏腻、嘴巴干苦爱喝水。这种
情况既要去热，又要除湿健脾。

建议：多吃清热解暑、除湿健脾的
食物，如苦瓜、苦苣等苦味食物，还有
黄瓜、西瓜、冬瓜等瓜类，薏米、山药、
香菇等健脾食物。

睡着出汗 睡着出汗，醒来汗止，

中医称为“盗汗”。这些人常有手脚心
热、心烦、面部发红发热、口咽干燥等
特点，中医认为是阴虚表现。

建议：饮食上可选择百合、雪梨等
滋阴之品，少吃羊肉、洋葱、葱、姜、蒜
等热性食物，也可用沙参、麦冬、五味
子或西洋参等泡水饮用。

常州二院金东方院区心脏康复中
心护士长 赵珊珊

来自苏北在常务工的吕先生因头
部外伤在常州二院神经外科住院，头
颅磁共振发现其横跨中后颅窝有一枚
哑铃状生长的三叉神经鞘瘤，直径超
过四公分，并且侵犯到双侧海绵窦，包
绕颈内动脉。

“因为肿瘤横跨两个颅底区域，以
往此类手术需分两次或者使用联合切
口，创伤非常大。而现在，应用术前
3D手术计划系统，我们将肿瘤在电脑
里虚拟成像，仔细分析了肿瘤约周围
血管、神经和颅底骨质的关系，决定采
用Kawase入路切除中后颅窝肿瘤，
海绵窦内肿瘤二期做立体定向放疗治
疗。”常州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刘芳介
绍，手术顺利，患者恢复很好，无明显
神经系统并发症。

在二院神经外科，荧光集成显微

镜、手术导航、超声吸引刀、术中电生
理、术中多普勒……这些不落后于顶
级医院的硬件配套让开展颅底手术提
供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三年前，刘芳在国家公派项目资
助下赴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在全德国
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里，他接触到全
球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学习最新的学
科概念，也开始将开展颅底肿瘤手术
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随后，他获得
德国海德堡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联
合培养，赴纽约接受颅底解剖训练，也
让他在这期间完成了向一名优秀的颅
底神经外科医生的初步蜕变。

直到去年年底，他又重回常州二
院神经外科，在科室步入空前发展格
局下，他带领着颅底外科团队成功完
成了多例颅底手术，如颅内动脉瘤夹
闭术、大型听神经切除术、矢状窦旁脑
膜瘤切除术、颞下经岩哑铃状三叉神
经鞘瘤切除术，并取得了良好的手术
效果。

“现代颅底神经外科的宗旨是处
理病变的同时，最大可能的保护神经
功能。我相信，在二院强大的硬件设
备支撑下，结合先进的手术理念和解

剖能力，我们有能力为常武地区患者
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医疗服务。”刘
芳如是说。

二宣

一位耄耋老人，因为升结肠处癌
变而不远千里来到常州市肿瘤医院胃
肠外科接受手术治疗；一位新疆患者，
因为胃部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胃癌
而来到常州这个病区治疗；一位40多
岁的安徽患者，因为胃癌而腹腔广泛
转移，曾经跑过上海等多地多家医院，
最终在常州市肿瘤医院胃肠外科接受
手术治疗……

今年1月份，一位83岁的老人在
家人的陪伴下从黑龙江齐齐哈尔奔
赴江苏常州寻医。3年前，他的兄长
患有同样的疾病，在常州市肿瘤医院
手术成功，这3年来，他的兄长每次复
查都显示手术非常成功，没有复发迹
象，所以，当得知自己腹部也有一个
肿块，很有可能也是结直肠癌的时
候，就立即打电话给他哥哥，表示要

到常州来治疗。
两位80多岁的高龄老人，患上同

样的疾病，他们没有埋怨命运不公，而
是坦然面对，积极寻求专业团队进行
治疗；三年前，潘耀东和他的团队，接
诊了患者的哥哥，85岁高龄没有吓退
他们，复杂的病情没有难倒他们，他们
冒着高风险为患者进行了手术治疗，
术后3年来，患者每次复查的指标都
是好的，面对83岁的老人，他们再次
亮剑挥向癌魔。

2013年3月，一位40多岁的患者
因为胃癌而腹腔广泛转移，多家医院婉
拒他进行保守治疗，住进胃肠外科的一
瞬间，他感动的哭了，他告诉护士长说，
这里是最后希望，没想到潘主任给了我
希望，你们又给了我温暖。团队用了十
几个小时切除了患者腹腔内五个脏器，
用了一个多月的精心照料帮助他生理
和心理上的康复，患者一个月后伤口愈
合顺利接受化疗，一年后患者复诊局部
没有复发，两年后……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在这个肿
瘤为专科特色的三级医院里，胃肠外
科团队就是敢于癌魔亮剑的精锐部
队，他们就是以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潘耀东所带领的团队，他
们始终“以患者为中心”，不放弃一丝

希望，不为了手术而手术，一切以患者
利益为重，为患者采取最优的治疗方
案，他们愿意为患者冒任何风险，他们
愿意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守护每一位
患者。

杜蘅

劳模背后的团队
——记常州市肿瘤医院胃肠外科

市肿瘤医院胃肠外科是以肿
瘤和创伤为特色，团队有强烈团队
和快速反应的敬业精神,并能紧跟
国内医学技术发展趋势，具有规范
化 的 治 疗 手 段 和 丰 富 的 治 疗 经
验。其肿瘤的规范化、无瘤技术处
于市内领先地位。胃肠道复发肿
瘤的再手术也是该科强项及特色，
近年来积极开展了晚期肿瘤的综
合、微创介入治疗，提高或延长了
部分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与时间，
并填补了省、市普外科技术领域的

空白。对严重腹部外伤急救及重
症胰腺炎的抢救及也积累了丰富
经验。第一个在常州市创建血管
外科，开展了深静脉造影及各种深
静脉取栓术、下肢深静脉的肌袢及
包袢手术、腹主动脉瘤切除术及人
造血管再植术。目前该科已成为
华瑞公司三期临床药物研究试验
基地，曾荣获市级科技三等奖一
项，多项课题获市科技立项，在国
内核心期刊发表了四十余篇学术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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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三院获悉，
24岁的孕妇李某因突发“妊娠期急性
脂肪肝”导致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
竭，经过一个多月的救治，目前终于转
危为安，母女均恢复良好。

4月2日，怀孕31周的李某因恶心
呕吐、皮肤小便发黄、全身浮肿并逐渐
加重在当地医院就诊，医生怀疑她合
并“肝炎”建议转常州三院治疗。肝功
能检查单提示黄疸达127 umol/l，
超过正常6倍多，三院接诊医生综合病
史后，确诊为极少见的“妊娠期急性脂
肪肝”。

“妊娠期急性脂肪肝，又称产科
急性假性黄色肝萎缩，其临床表现与
爆发性肝炎相似，既往文献报道母儿
死亡率分别为75%和85%，是妊娠期
特有的致命性少见疾病，可发生在妊
娠 28-40 周，多见于妊娠 35周左右
的初产妇、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多胎
和男胎极易发生。”市三院感染科主
任徐天敏解释说，该病起病急骤、病
情变化迅速，迄今尚无产前康复先
例，一旦确诊，无论病情轻重，发病早

晚，均应尽快终止妊娠，否则将危及
母胎生命。

经剖宫产手术，李某分娩一1270
克女婴，但术中出血较多，虽经止血、
扩容、补液等积极处理，但李某始终没
有排尿，出现了血压下降、严重贫血等

“失血性休克”症状。
由于李某患有极其凶险的妊娠期

急性脂肪肝，并且合并低血容量性休
克，出血部位不明，急性肾功能衰竭
等，病情十分危重，市三院组织全院大
会诊，并成立救治专家组，把李某转入
ICU进行重症生命监护和继续救治。

普外科和妇产科同台手术为李某
在全麻下施行了腹壁腹腔血肿清除+
创面止血术，术中共清出积血及积血
块5000ml。术后，在精心护理下，终
于从ICU转出到感染科予以保肝支持
等后续治疗。

近年来，市三院已成功救治了10
例妊娠期急性脂肪肝，在该病的诊断
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
常州地区孕产妇生命安全提供保障。

（阮丽花 陈荣春）

本报讯 19 日，2017 年度高校
高职无偿献血表彰大会在江苏理工
学院召开，在常15所院校近300人参
加会议。

2017年，我市在常高校高职共有
7023 人参加无偿献血，共献血液
221.83万毫升，占全市献血总人数的
15.3%，与2016年相比，献血人数同比
增长7.6%，献血量同比增长9.3%。

会议发布了“爱心大学生”“先进
组织者”“先进集体”的表彰决定，授予
常云峰等1112名同学“无偿献血爱心
大学生”称号，谢莹等53名同志“无偿
献血工作先进组织者”称号，授予河海
大学（常州校区）2017级能源与动力工
程二班等50个班级“无偿献血工作先
进集体”称号。

（周欢欢 李青）

本报讯 家住新北的刘
先生躺在四院消化内科的病
床上，每天看着自己手上的吊
针，心里说不出的懊悔，这是
自己花钱买罪受啊！

一个多月前，29岁的刘
先生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这
样一则微信——男人腰酸腿
软是肾虚，服用某保健品后能
强身健体，是植物“伟哥”。于
是乎，刘先生就从微信的链接
里下单了一个疗程的“保健
品”，并严格按照说明书连续
服用。

谁知服用一个月后，刘先生仍然
感觉腰酸背痛腿软，甚至还症状加重
了，不仅食欲下降了，体重也变轻了，
经常感觉全身乏力，上腹部隐痛。家
里人说他的面色不好看，有点泛黄，刘
先生一听急了，连忙到四院就诊，经过

检查发现肝功能严重受损，需要住院
治疗。

四院临床药师霍丹提醒市民，切
莫把“保健品”当作药，即使购买也要
选择正规途径，并注意查看主要成分、
生产日期、企业名称等等。

（杜蘅 李青）

24岁产妇患妊娠期急性脂肪肝

市三院多学科联动救回母女俩

轻信朋友圈“保健品”
男子吃到肝受损

我市召开2017年高校高职无偿献血表彰大会——

高校高职献血量同比增长9.3%

夏天出汗正常，但这个地方出汗可就要注意了

攀登颅脑手术的最高峰

刘芳 常州二院神经外
科科室副主任，江苏省青年医
学人才。曾赴德国海德堡大
学攻读医学博士，主攻颅内肿
瘤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并至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
附属纽约长老会医院神经外
科，接受系统显微神经外科解
剖培训。擅长颅内肿瘤、颅内
血管疾病、颅脑外伤、功能神
经外科、脊柱肿瘤等复杂疾病
的手术治疗。

合理用药 润物无声
——记武进人民医院临床药师张海燕

链接

“保健品”的正确名称应该是保
健食品，根据我国《GB16740-2014保
健食品》文件的官方定义，保健食品
是“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
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
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
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
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
危害的食品”。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
理法》第102条明确指出：药品是指用
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

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
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

简单来说就是药品可以治病，
“保健品”不能治病。

国家药监局明确规定：保健食品
的标签、说明书主要内容不得涉及疾
病预防、治疗功能，且必须声明“本品
不能代替药物”。也就是说，保健食
品不能宣称有“治疗作用”，更不能替
代药物。如果你买的保健食品说具
有治疗某疾病的作用，那么你很可能
买到的是假的保健品！

“保健品”是药吗？

本报讯 如何正确辨别急救车的
真假？院前急救和非院前急救业务有
什么区别？记者就此采访了市医疗急
救中心工作人员。

目前，常武地区共有40多辆120
急救车，由120指挥调度中心统一派
遣。市医疗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提醒，
目前社会上出现一些不正规的山寨急
救车，这些车辆存在着设备不达标、缺
乏专业救护人员等问题，不仅可能影
响患者生命安全，而且容易扰乱医疗
服务市场秩序，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后
可能会给维权带来难度。

因此，对于市民来说，在需要急救
车时，首先要拨打“120”，同时也要注
意识别急救车真伪，具体可由多方面
辨别。1、外观：顶部有蓝色急救标志
及红色120字样，引擎盖和车身尾部
都有红色“AMBULANCE”字样，红
色“120”标志，车身有蓝色国际急救
用“蛇杖”标志、“常州市医疗急救中

心”等，车顶配有警示灯。2、证件：机
动车行驶证上，所有人应为某急救中
心，而非个人所有。3、设备：除常规
医疗设备、药品器械，车内还应张贴有
物价局核发的收费标准。4、票据：完
成急救任务后，应出具收费收据，上面
印有红色的“常州市医疗急救”字样的
公章。5、微信：关注“常州市医疗急
救中心”微信公众号，点击“车辆甄
别”，输入3位连续车牌即可查询。

另外，医疗急救业务分院前医疗
急救和非院前医疗急救业务，非院前
医疗急救业务主要包括康复出院病
人、自愿放弃治疗病人及返乡病人转
运等。我市非院前医疗急救业务已
正式转为社会化服务，由常州市国宇
旅游汽车有限公司院后转运部及常
州洪康客运有限公司一起承担统一
调度，自2016年 6月至今，共出车近
15000次。

（宣萱 陈荣春）

5招辨别急救车真假
非院前医疗急救业务走向社会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