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简介

专科简介

2018年6月26日 星期二

编辑：李青健康风采B2

专家谈病

特色专科

武中苑风采

专科简介

专家简介

急救课堂

“你身体感觉怎么样啊？”市七院
妇产科副主任张澜来到了张小玲的床
前问道。今年24岁的张小玲刚刚生
下第二胎，和之前的孩子一样，她仍然
选择在市七院分娩，“这里的医生都很
负责任，很关心我，我相信他们。”2018
年 1-5月市七院妇产科分娩人数为
612人，其中二胎人数409名，二胎比
例高达66.8%。

25岁的杨红杏来到市七院就诊，
听朋友介绍，七院开展镇痛分娩，所以
前来咨询：“我一个姐妹在七院做了镇
痛分娩，她说效果蛮明显的，所以就过
来看看。”

张澜表示，市七院妇产科开展的
特色镇痛分娩，能有效控制剖宫产率
和会阴侧切率。传统的穴位镇痛虽然
安全但是效果不强，静脉麻醉虽然效
果好但是需要用药，市七院的镇痛麻
醉将两者结合，优势互补，采用经皮电

刺激和瑞芬太尼静脉镇痛相结合的镇
痛方法，安全、高效，深受广大产妇欢
迎，“我们在临床上开展使用经皮电刺
激和瑞芬太尼静脉镇痛相结合的镇痛
方法已有5年了，目前已积累了不少
经验，很多患者就是因为这个技术而
选择在七院分娩的。”

每周一是市七院孕妇学校开课
的日子，徐丽都会早早地收拾东西，
自己走到七院，怀孕6个月，徐丽没有
落下一节孕妇学校的课程。“今天学
的是母乳喂养指导，别小看一个母乳
喂养，里面的知识和门道还不少，我
还做了笔记回去温习。”徐丽告诉记
者，市七院的孕妇课堂不仅有产前的
课程，后期还有生产和产后的课程，
对于徐丽这样第一次做妈妈的孕妇
来说，提前做好准备，让她在备孕的
过程中更加放心。

李女士生产完刚42天就回到了
市七院，进行产后盆底肌肉康复训
练。李女士虽然是选择的剖宫产，
而不是顺产，但是为了保护盆底肌
肉也选择了回到七院进行产后恢复

训练，“和一般的认识不同，由于激
素等原因，即使是剖宫产的产妇，也
会遭遇盆底肌肉松弛的问题，很多
剖宫产产妇不重视，没有提前进行
锻炼，会错过产后康复的最佳时
机。”产科副护士长张燕表示，市七
院妇产科引进了法国 phenix 盆底
肌肉康复治疗仪，能有效增加盆底
肌肉的肌力和弹性，此外，市七院还

提供汗蒸、催乳、疏通乳腺管等产后
康复治疗，为产妇产后康复提供优
质的服务。

“关爱母婴，崇尚自然”是七院妇
产科的座右铭，围绕这个主题，妇产
科医护人员誓以精湛的技术和优质
的服务，做妇女、孕产妇及宝宝的守
护人。

七院宣

进入夏天，由于气温高、湿度大，细
菌繁殖迅速，食物易腐败变质，从而使得
夏季成为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

一般来说，细菌性食物中毒是指
通过食物媒介，吃进大量细菌及其毒
素而造成的疾病。其症状特点是，在
进食后短时间内发生呕吐、腹痛、腹泻
等表现，可伴有发热、全身不适等，但
维持时间短，程度较轻。最快的发病
时间是在进食后半小时，一般在1-3
小时后发病。

急救医生提醒，一旦遇到食物中
毒，应立即到医院就诊，不要自行乱服
药；若无法尽快就医，可采取如下急救
措施。

方法一：催吐
如食物吃下去的时间在1-2小时

内，可采取催吐的方法。取食盐20克，
加开水200毫升，冷却后一次喝下；如
不吐，可多喝几次，以促进呕吐。也可
用鲜生姜100克，捣碎取汁用200毫升
温水冲服。此外，用筷子、手指等刺激
咽喉，也能达到催吐的效果。

方法二：导泻
如果病人吃下食物的时间超过两

小时，且精神尚好，则可服用些泻药，
促使中毒食物尽快排出体外。一般用
大黄30克，一次煎服；老年患者可选用
元明粉20克，用开水冲服即可缓泻；老
年体质较好者，也可采用番泻叶15克，
一次煎服，或用开水冲服，也能达到导

泻的目的。
方法三：解毒
如果是吃了变质的鱼、虾、蟹等引

起的食物中毒，可取食醋100毫升，加
水200毫升，稀释后一次服下。若是误
食变质的饮料或防腐剂，最好的急救
方法是用鲜牛奶或其他含蛋白质的饮
料灌服。

急救医生特别提醒，在夏天的生活
中应做好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预防工作：

①蔬菜水果最好先用水浸泡，再
仔细清洗。

②选购包装好的食品时，要注意
生产日期、保质期及要求保存环境。

③煮食用的器皿、刀具、抹布、砧
板需保持清洁干净；加工、盛放生食与
熟食的器具应分开使用。加工、贮存
食物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

④正确烹调加工食品，隔夜食品、
动物性食品、生豆浆、豆角等必须充分
加热煮熟方可食用。

⑤冰箱等冷藏设备要定期清洁；
冷冻的食品如果超过3个月最好不要
食用。

⑥妥善保管有毒有害物品，防止
误食误用。

⑦食用海味产品必须采用正确的
烹调方法，炒熟烧透。

⑧不吃腐败发霉的食物。
⑨尽量不吃鱼胆。

宣萱

每天一大早，常州市妇幼保健
院新生儿科病房，在此起彼伏的婴
儿哭声中，朱荣平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作为一名儿科大夫，他与全科
人员齐心协力救治了无数危重患
儿，不断刷新“记录”，更涌现出一个
又一个感人至深的医患故事……朱
荣平的妙手仁心让小患者们健康出
院，带给家庭希望，也让他收获了众
多粉丝，因此也被科里的同事们称
呼为“朱爸爸”。

今年年初，常州市最小的宝宝
在医院诞生了——一个胎龄仅有
24+1 周、体重 740 克的超早产儿。
当这个“巴掌宝宝”阳阳被送到新生
儿科时，科室所有医护人员的心都
纠在了一起。虽然顺利出生，但超
低出生体重儿却面临着呼吸窘迫综
合征、肺炎、宫内感染、呼吸暂停、贫

血等严峻的问题，而这些都将直接
威胁到幼小的生命。为挽救这条小
生命，朱荣平和科室成员立即行动，
第一时间实施抢救，气管插管、心肺
复苏、呼吸机呼吸……经过漫长的
119天的奋战和悉心照料，终于把小
阳阳从死神手中夺了过来。看似简
单的救治却注入了朱荣平及全体医
护人员巨大的心血和努力。而小阳
阳的家属也将新生儿科医护人员尽
心尽力的照顾和救治看在眼里，感
动在心。

爱不光是愿望，更是一种行动，
这个行动要贯穿医疗的全过程，贯穿
医生的整个行医生涯。在产科，一声
婴儿的啼哭预示新生命的降临，但在
新生儿科，患儿一声异样的哭声都有
可能预示着病情变化，所以医生需要
有高度的责任心。“新生儿科的患儿
处于无陪护状态，这意味着家长将患
儿全部交给了我们，吃喝拉撒都由我
们来负责，这就要求我们要更有责任
心，假如这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

做？”朱荣平常常会这样问科室的医
生。“医者需要父母心”对于幼小的患
儿，更需要发自内心的爱，任何用药
和检查都要慎之又慎，坚守一名儿科
医生的操守，这种“仁心”也正通过朱
荣平的临床教学传授给更多刚刚踏

入临床工作的年轻医生们。新生儿
科里墙上挂着的一面面锦旗记录下
了“朱爸爸”陪伴过的宝宝所经历的
第一段艰难的人生历程，也承载了家
属对他工作的肯定及认可。

妇幼宣

日前，武进中医医院急诊科救治
了两名误服药物的小儿，专家提醒，孩
子家长一定要注意药品的放置，确保
小儿的安全性。

两岁零一个月的女孩小花（化名）
因误服美林布洛芬混悬液100毫升被
送急诊。小花妈妈讲述，夫妻俩在外
打工，平日孩子交由奶奶看管。前不
久，因为孩子感冒发烧，配了两瓶美
林，一瓶已喝完，留剩的一瓶就放置在
冰箱。当天傍晚发现时，孩子正拿着
美林的包装空瓶舔着瓶口，竟是把它
当作美味饮料了。

儿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张建玉
介绍，美林布洛芬混悬液为水果香甜型
红色混悬液，是临床常用的一种退热

药。若两岁小儿发热，安全的使用剂量
约5-6毫升/次，小花一次性服用100
毫升属于超大剂量服用，若不及时处
理，后果较为严重。入院后医护人员随
即为小花进行洗胃等处理，经过治疗和
观察，目前孩子已康复出院。

无独有偶，该院急诊科同一天还
收治一名误服酮替芬的学龄前儿童。
5岁的小天（化名）数日前因咳嗽由妈
妈送来医院就诊，配了酮替芬及止咳
糖浆等回家服用。第二天，妈妈发现
小天已将放在手提包里的一板6颗酮
替芬全部服完，随即送入急诊。

儿科医师胡月媛介绍，富马酸酮
替芬片临床常用于过敏性咳嗽、过敏
性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等，有嗜
睡、倦怠、口干、恶心等胃肠道反应。5
岁小儿的安全剂量为半片一次，每日
两次。小天入院后经过口服催吐及洗
胃等处理，现已安然无恙。

专家提醒，家长作为孩子的监护
人，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成人药品
与儿童药品要分类保管，所有药品应
放在孩子不易拿到的地方，切勿将药
品随意放在桌柜、抽屉或包包里。需
冷藏药物放置冰箱时，应使用安全扣
锁。为避免孩子因好奇心而服错药，

还要告知孩子药物不是饮料或糖果，
切勿模仿成人吃药。一旦发现孩子误
服药物，家长首先可用干净纱布包住
筷子或手指，刺激孩子的咽喉部，尽量
把药物呕吐出来，然后再抓紧时间送
医院抢救。

曹艳

6月 14日晚上，常州市儿童医院
重症医学科的护士张蕾下班后发了个
朋友圈：今天我像往常一样为探视的
家属做健康宣教，没想到这位宝爸超
级心疼“小情人”，入室后瞬间泪崩，觉
得自己亏欠了孩子。在我的安慰中，
渐渐平息了心情，探视结束后，我送宝
爸到门口时，他突然一个转身，向我鞠
了一个90度的躬……

原来，12日，8岁女孩小菲（化名）
隐隐觉得肚子疼，妈妈正在外婆家照
顾摔伤的外公，爸爸和奶奶则以为是
孩子吃坏了，也没当回事。第二天，看
到小菲疼得厉害，而且把吃的东西都
吐了，爸爸带她到市区一家综合医院
就诊。可是，因为缺乏专科救治条件，
父女俩无功而返。深夜，孩子的情况
越来越糟，精神状态差，腹痛难忍，爸
爸于是又带着她辗转来到市儿童医
院。经过检查发现，小菲患有盆腔肿
块、盆腔积液。

情况危急，该院小儿外科副主任董
武连夜赶到医院，和值班医生孙海亮一
起，为小菲急诊手术。手术中，医生发
现孩子的左侧卵巢长有6厘米×6.5厘
米大小的囊肿，囊肿蒂以输卵管为轴呈
逆时针720度扭转，已经缺血发紫。医
生切除了卵巢囊肿。望着取出的鸡蛋
大小的囊肿，爸爸陷入深深的自责。原
来，小菲从小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三
岁的时候已经做过心脏修补手术。随

着孩子日渐长大，爸爸也渐渐淡忘了手
术的伤疤，可是这次的新病情让他又一
次经历了手术室外的漫长等待和煎熬，
也勾起了他对孩子的歉疚：如果怀孕时
再注意一点，也许孩子不会得先天性心
脏病；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大意，也许不
需要再一次接受手术的创伤……

第二天早上8点多，手术后的小菲
被推进了重症医学科，爸爸在病房门外
失声痛哭。安顿好小菲后，重症医学科
护士张蕾给了爸爸许多安慰：“孩子的
病情还算稳定，一侧卵巢切了，但另一
侧的功能还在，不需要太为将来但心。
现在孩子处于睡眠状态，一定要用自己
的积极情绪去影响孩子，不能吓着她，
让她感觉自己的病很严重……”

于是，爸爸缓和情绪，探视了安静
入睡的小菲，为了表示对医生护士的
感激，在出重症医学科时，他向张蕾护
士深深地鞠了一躬。

“当时真是没想到，直接蒙圈了，
反应了半天，选择了拍拍家长的肩，告
诉他，我们会照顾好孩子的。”张蕾这
样回忆当时的感受，“我被他感动到
了，真的，我们的要求真的不高，家属
由衷的一声感谢，会让我们觉得一切
辛苦都是值得的。为了那意外的一个
鞠躬，我一天都处在亢奋的状态。”

另据了解，目前小菲病情稳定，不
日将康复出院。

杨小霞 陈荣春

关爱母婴，崇尚自然——

七院妇产科：家庭希望的守护人
脊柱，上承颅骨，下接髋骨，中附

肋骨，它支撑躯干，保护内脏和脊髓，
是人体的支柱。在脊柱疾病中，主要
以颈椎病和腰椎病为主，而疼痛几乎
是腰椎疾病的主要症状，严重者活动
受限或下肢放射痛和麻木感，直接影
响生活和工作。生活中，人们对待腰
痛则多认为是椎间盘突出，因为椎间
盘突出是最常见的腰椎疾病。事实
上，医学上腰椎疾病涵盖了腰部肌筋
膜炎、腰椎退行性骨关节病、腰三横突
综合征、腰椎间盘突出症、腰部软组织
劳损、急性腰扭伤、腰椎结核等疾病，
所以，采取何种治疗方法则是大部分
患者最为纠结的问题。

解放军第102医院创伤急救专业
专家认为，对常见腰椎疾病，应经过正
规、严格检查和综合评估，根据病人的
情况来选择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对
此，该院创伤骨科、微创骨科、关节外
科、显微外科和康复疼痛科根据多年
的临床病例，总结成一套包括有创、微
创、无创的治疗经验，让脊柱病患者在
选择治疗方案时不再纠结。

第102医院创伤骨科主任方
文：开放手术

其实，脊柱疾病中有80%左右是
不需要手术的，在临床上，我们遵循能
保守治疗就不手术，能微创就不开大
刀的原则，但是有些腰椎疾病发展到
中后期，或急性创伤，患者无法正常生
活和工作，并且严重影响精神状态，且
患者身体条件符合手术时，我们则建
议采取开放手术治疗。常规开放手术

包括单纯的突出椎间盘摘除、椎间盘
摘除、椎体间融合椎弓钉内固定和经
腹前路椎间盘摘除椎间融合器等，目
的是直接切除病变腰椎间盘髓核，解
除神经根压迫而达到治疗目的，尽快
使患者恢复正常生活。

第102医院微创骨科主任童
立苗：微创治疗

早、中期的腰椎疾病如果已经影
响生活和工作的，且不具备或不接受
开放手术的患者应选择微创治疗。微
创治疗可以通过几毫米的创口，直接
切除病变腰椎盘核髓，有效解除各类
神经根压迫，达到治疗目的。主要方
法有椎间孔镜术、低温等离子射频消
融术、激光射频消融术等，主要适应症
有各类腰椎间盘突出（膨出）症、腰椎
管狭窄症、椎间盘源性腰痛和神经根
型颈椎病等。

第102医院康复疼痛科主任
苏东安：中医、物理治疗

作为非手术治疗方案，中医、物理
治疗具有无创、无痛的特点，是早期腰
椎疾病保守治疗的理想选择。目前第
102医院康复疼痛科主要开展的中医
疗法有推拿、针灸、火罐、中药离子导
入等传统+现代中医疗法，对缓解轻度
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引起的疼痛具
有明显的效果，且能预防病情进一步
发展，促进康复。物理治疗包括蜡疗、
磁振热、中频神经电刺激、牵引等方
法，能够有效缓解由于神经根压迫带
来的疼痛，治疗过程中患者有较好的
舒适感体验。此外，康复理疗师会给
术后的患者进行功能康复训练，缩短
康复时间，减少功能损伤。

王之辉

合理检查评估，选对方法

治好腰痛没那么难

军民导医台

夏天来了

遇到细菌性食物中毒怎么办？

市七院妇产科是集妇科、产科、
计划生育为一体，医教研全面发展的
综合性临床科室，开放床位73张，是
常州市重点专科培育单位，也是市一
院支持七院发展重点建设的 6 个专
科之一。全科共有医师9名，其中主
任医师1名，副主任医师3名，主治医
师2名，助产士、护士、护师共42名，
全面负责妇科、产科的门诊、产房及
病房工作。产科开展唐氏综合征筛
查、胎心监护、铁蛋白测定等系统产
前检查；二孩门诊进行二孩孕前咨

询，并为高危及二孩孕妇建立档案；
产前开展孕妇学校，进行母乳喂养及
产后康复的宣教。

以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生殖
器损伤及生殖器肿瘤、分娩及妊娠
合并症为主要诊疗项目，开展子宫
肌瘤剔除、各种生殖器恶性肿瘤等
腹腔镜手术；宫腔镜下子宫内膜电
切术等宫腔镜手术；妊娠合并症及
妊娠并发症的诊断与治疗、导乐陪
产、产后盆底功能康复治疗、围产期
医疗保健等。

杏林撷英

新生儿科里的“朱爸爸”

朱荣平 市妇幼保健
院新生儿科副主任，主任
医师。从事儿科工作二十
多年，对儿科常见病及多
发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擅长新生儿急救及新生儿
营养。发表省级以上论文
多篇。

武进中医医院儿科为江苏省中
医重点临床专科、国家级农村医疗机
构中医特色专科（专病）建设单位。
2016年成立“王耀峰省名中医传承工
作室”，入选为江苏省名老中医药专
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该科运用
中西医结合方法开展儿科（包括新生
儿）常见病、多发病的综合治疗及危
重疑难疾病的诊治，对中西药物合理

运用具有一定优势，对儿童呼吸道疾
病，特别对小儿咳嗽、哮喘的治疗具
有独特疗效。特色治疗有：中药外敷
治疗腹泻、腮腺炎、淋巴结肿大、肺炎
等，采用穴位贴敷、中药离子导入开
展冬病夏治，冬季膏方治疗儿童各种
慢性疾病及调理体虚，采用中药药浴
配合穴位抚触治疗新生儿黄疸，均取
得良好疗效。

8岁女孩卵巢囊肿成功切除

父亲朝护士鞠了一躬

每年暑假，市儿童医院小儿外科
门诊总是人满为患，病房也是高负荷
运转，那些需要开包皮、疝气、鞘膜积
液等择期手术的孩子早早地预约好日
期，只等着拿完成绩单就来把“大事”
解决一下。市儿童医院小儿外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董武介绍：针对这样的需
求高峰，每年夏天，医院会增开设日间
手术门诊，尽可能地优化看病流程，缩
短在院时间，降低治疗费用，提升就医
感受。

下面，就“男孩子的那些事”，笔者
邀请董武主任进行专题科普。

什么是择期手术？哪些疾病适
用？在手术前后家长需要注意些什
么呢？

择期手术就是可在充分的术前准
备后，选择合适时机进行的手术。常

见小儿外科择期手术包括良性肿瘤、
腹股沟斜疝、鞘膜积液、包茎、隐匿阴
茎、尿道下裂等。手术宜选择在孩子
身体健康的时候进行，避免孩子感冒、
咳嗽等呼吸道疾病，手术后家长也要
注意伤口护理，避免感染和过早地剧
烈活动而导致切口裂开。

排除择期手术，小儿在成长过程
中哪些情况是家长需要重视，及时到
小儿外科就医的？

除了急性创伤需要马上就医，孩
子如果出现腹痛、呕吐频繁、会阴部疼
痛等情况，也需要立刻到专科医院进
行检查。董武主任介绍，前几天病房
就收了这样一个孩子。13岁男孩晚
上“蛋蛋”痛，因为家在乡下，出行不
便，爸爸选择第二天早上就诊。耽误
了十几个小时，等医生看到孩子时，他
的右侧阴囊红肿热痛，提睾反射也减
弱了，需紧急手术。马上安排进了手
术室，打开一看，右侧睾丸竟然顺时针
方向扭转了270度，由于缺血，这颗睾

丸肿胀淤血，颜色暗沉。万幸的是，最
终，医生保住了这颗繁衍子嗣的重要

“蛋蛋”。
董武主任同时表示，还有一种疾病

需要特别关注：肾积水。今年他已经遇

到好几例这样的情况了，因为家长没有
足够的重视，未及时治疗，肾积水越来
越厉害，娇嫩的肾脏负担不，等发现不
对再来看时已经肾功能受损了。

杨小霞

这个夏天，听市儿童医院外科专家

跟您唠嗑男孩子的那些事

董武 男，主任医师，南通大学
兼职副教授，常州市儿童医院儿外
科副主任。江苏省医学会小儿外科
委员会委员，常州市泌尿外科学术
委员会委员。从事小儿外科疾病的
诊疗工作三十余年，对各类小儿外
科常见病、新生儿外科疾病，以及泌
尿系统疾病尤其是重度尿道下裂的
纠治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

专家门诊时间：周二上午

小儿误服药 家长要当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