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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牙
疼怎么办？

出场专家：常州市口腔医院医务科
科长黄红亮

专家解读：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
起来真要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患者对于看牙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虽然我市已逐步有序开放口腔诊疗服
务，但有限的医疗资源依然无法满足众
多的诊疗需求。这个时候要是出现牙
疼，建议参照以下分类应对。

1、牙齿自发的疼痛或者放射痛，但

咬物不疼或不明显。
冷热刺激会加重疼痛，甚至无法区

分是哪颗牙齿疼，而且咬物疼痛不加重
或者加重不明显的话，一般是牙髓炎
症，可以吃些止疼药控制一下疼痛，不
要轻易吃消炎药，因为效果并不明显。
止疼药选择常用的去痛片，芬必得都可
以。如果依然疼痛明显，那就来医院急
诊治疗吧。

2、牙齿持续的疼痛或者跳痛，尤其
咬物疼痛明显。

有时牙齿轻轻接触都会加重痛苦，
严重的话牙根部位的牙龈还会肿起明
显的脓包，甚至脸颊都会肿起来，这是
牙根尖发炎了。您可以吃些止疼药和

消炎药，消炎药选择各人适用的抗生素
就可以了，比如头孢类、罗红霉素等其
中一种，配合甲硝唑一起按说明饭后服
用。同样，如果效果不明显，那就来医
院急诊治疗吧。

3、遇冷热隐痛。
这是龋齿蛀牙，这样的疼痛往往并

不严重，暂时避免吃过冷过热的东西就
可以了，您可以等疫情过后尽早看牙医。

4、最里面的牙齿疼痛厉害，嘴巴都
张不开。

这往往是长智齿，智齿冠周发炎
了，您可以吃些抗生素和止疼片，如果
疼得实在厉害，那就来医院挂个口腔外
科的急诊吧，不要耽搁。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牙疼怎么办？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肿瘤（第
四人民）医院获悉，本月上旬以来，医
院已经收治了多例急性胰腺炎患者。
这些患者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既往
有高脂血症，疫情期间虽然没有外出
海吃海喝，但是宅在家里也是嘴不闲
着，时不时弄点零食吃吃，自己做点美
食吃吃，而且活动量又明显减少，不知
不觉就过量饮食了。

市肿瘤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徐明提
醒市民，无论是报复性消费还是补偿
性消费，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否则我们
的胰腺有可能会罢工。

徐明解释说：“过吃的太饱、或者
大量酒菜可刺激胰腺分泌大量的胰
液，如果胰管受压或者十二指肠炎症
导致Oddi括约肌水肿和痉挛，胰液排
泄不畅，胰液就会返流入胰腺内，激活

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元，从而导致胰
腺本身消化诱发急性胰腺炎发作。急
性胰腺炎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饱餐后出
现上腹部或者左上腹剧烈疼痛，呈持
续性阵发性加剧，为钝痛、刀割样疼痛
或者绞痛，有的患者还会出现发热、恶
心、呕吐、腹胀等症状。”

徐明强调，若在饱餐或者饮酒后
出现腹痛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切
不可麻痹大意。如果耽误治疗时机，
急性胰腺炎发展成急性重症胰腺炎，
便会给治疗带来极大的困难，甚至危
及生命。“饮食最好荤素搭配，吃到七
分饱正好。什么叫七分饱？就是你吃
完以后，觉得肚子里有点货了，但是再
吃一点进去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一点
就不要再吃了。”

（杜蘅 李青）

本报讯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
治疗，我今天终于康复出院啦！谢谢
你们！大冶加油，武汉加油！”近日，大
冶市人民医院的患者李先生（化名）治
愈出院，对医护人员满怀感激。

“第一次进舱查房见到李先生
时，他已住院治疗6天，持续卧床状
态，呼吸浅促，在面罩加鼻导管氧疗
情况下脉氧饱和度仅勉强维持在
90%以上。查房过程中，我们问诊的
时候，他连回答的力气都没有。”常州
援助大冶医疗队队长、常州一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峰对
李先生印象深刻。

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呼吸衰竭与危
重症患者救治经验的医生，刘峰结合
影像学及实验室检查结果，考虑李先
生的氧合指数不佳，立即决定监测动
脉血气，重点关注氧合指数、二氧化碳
分压和乳酸水平，并随时准备使用经
鼻高流量或无创辅助通气治疗。刘峰

与当地医生多次沟通，及时调整诊疗
方案，并密切观察其病情变化。3天
后，李先生的胸闷、气喘症状有了明显
改善，精神状态也逐渐好转，复查胸部
CT显示肺部病变较前有明显吸收，面
罩及鼻导管吸氧逐步撤除。一周后，
李先生就能够下床正常活动了。

“见证”李先生治疗及康复过程的
还有常州援大冶医疗队队员、常州一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师万亚媛。“2
月15日是我们医疗队第一次进舱，那
会儿他连说话都喘得不行，人也非常沮
丧。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多次鼓励他，
给他加油，让他有信心并且配合我们的
诊疗工作。”她依稀记得当时的场景。

李先生情况好转后对医护人员
表达感谢：“虽然我看不到你们的样
子，但是我在防护服上面可以看到名
字，感谢你们千里迢迢从江苏来到大
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心情逐渐开朗的李先生偶尔还会

在病房高歌一曲。看
到他的情况一天天好
转，医护团队都非常欣
慰。“我们看着李先生
病情的转危为安，今天
听说他要出院，非常开
心。”万亚媛说，“早晨
一上班，我特意前去祝
贺。李先生也非常激
动，颤抖着握着我们的
手，不断重复两个字：
感谢、感谢……”

据悉，近日刘峰所
在的大冶市人民医院
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确诊及疑似病例
均已清零。作为第一
隔离病区挂职业务主任，刘峰感慨很
多：“如今，大冶市人民医院常规的诊
疗活动正在有序开展。大冶市也已经
逐步复工复产，市民可以走出小区享

受久违的户外活动。感谢全社会携手
努力，共克时艰，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取
得抗击疫情的最终胜利。”

（刘华联 冯凯 赵霅煜）

致敬逆行者

感谢你们从江苏来到大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当人们进行暴饮暴食的时候，
极易引发胰腺炎。暴饮暴食引发的
胰腺炎占全部原因的 80%以上，同
时，重度的胰腺炎死亡率在百分之
二十以上。胆道结石可以堵塞胰液
引流的管道；大量饮酒可以引起引
流管道阻力增高、以及酒精对胰腺

细胞的作用促使胰液提早激活；大
量进食可以促使胰液大量分泌，增
加胰腺细胞和管道的压力。以上原
因都可能会导致急性胰腺炎的发生
和病情加重。另外，一些药物（速
尿、硫唑嘌呤）、手术、高脂血症也可
能诱发胰腺炎。

嘴停不下，腿迈不开——

暴饮暴食导致急性胰腺炎

对于后勤处职工瞿世玉而言，防
控工作就是连续多日，每天3万多步的
消杀工作。按院感防控要求，他和同
事天天都要把公共区域彻底消杀。像
瞿世玉这样严格执行防控工作的人，
常州三院还有很多。

“全院在疫情期间做到了零暴
露、零感染，复诊后，大家依旧会保
持着高标准，丝毫不会放松。”副院
长柳龙根介绍，像负压病房、发热门
诊这种高危区域，和普通人就诊区
域是完全分开的，并保持了较长的
物理距离。三院对不同区域按照风
险程度进行了分级，像发热门诊、属
于高风险；预检分诊、急诊、需要和
患者近距离接触的口腔科、耳鼻喉
科、眼科等专病门诊是中风险区域；
肝病、内分泌科、心脏内科、外科等
这类无需和患者密切接触的属于低
风险科室。

“不同风险级别，对环境的消毒、
个人防护级别，医疗废弃物的处理都
是不同的。”柳龙根说，高风险区域，每

天要环境消毒3次；中风险区域，部分
科室的诊室地面和物件表面每天会做
2次消毒，诊室通风每天3次，每次30
分钟；接触性检查器具均做到一人一
用一消毒。

“眼科和耳鼻咽喉科，医生在诊疗
过程中需要离患者距离很近，他们的
防护标准比低风险门诊高，面屏、N95
口罩、护目镜一个都不能少。”柳龙根
说，每个科室都会严格执行医院感染
管理科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具体细
则都达到10条以上。

在复诊有序开展前，常州三院对
各级各类人员进行了全面的院内感染
防控培训，大家进一步形成了自我防
控和帮助别人防控的意识。同时，医
院还组建了一支督查队伍，监督大家
防控工作的落实。

“我们医护人员会严格执行各项
院感防控措施，希望就诊的患者理解
并遵从就诊的秩序，医患一起把风险
降到最低。”柳龙根强调。

赵霅煜 阮丽花/文 朱臻/摄

昨日（3 月 23 日），随着口腔科门
诊敞开大门，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内的限制类医疗服务
总体上已全面恢复。上周一开始，该
院在其他门诊正常开诊的基础上，已
逐步恢复眼科、耳鼻咽喉科的门诊。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恢复日
常医疗工作，将更好地满足市民多样
的医疗需求。

作为常州唯一一家新冠肺炎定点
收治医院，常州三院共有 70 多名医
生、200多名护士投入到抗疫一线的工
作中，实现了患者“零重症、零死亡”、
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交出了一
份高质量答卷。这些平凡尽责的英雄
们，为大家把守健康大门贡献自己的
力量。

院长戴虹表示，常州三院将严格
执行高标准的医院内感染管理制度，
确保各项院内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落实到位，努力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
就诊环境，保障医患的健康。

副院长周民介绍，为了避免交叉
感染，常州三院实行“三级预检分诊”
机制。

“门诊大门口是第一级，护士会询
问是看什么病，如果是肝病，直接去三
号楼；进入门诊大厅内是第二级，护士
会根据疾病类别指引到相应的门诊；
到了候诊区是第三级，护士会根据患
者挂号指定具体诊室，并向患者出示
一份疫情期间流行病学调查问卷及诊
疗告知承诺书。”

除预检分诊，还有三项举措保障
患者安全、有序就诊。

周民说，为了避免患者聚集在候
诊区，医院实行分时段预约就诊，不擅
于线上操作的患者，门诊大厅增加了
自助挂号机以供使用；同时，严格执行

“一医一患一诊室”，行动不便的老人
或年幼的孩童，才可由一人陪同；持续
加强医务人员疫情防控相关知识培
训，印发了新冠肺炎防疫手册，门诊上
的医护人手一册。

如此严格的就诊模式，从走进门
诊大厅那一刻就能深刻感受。想要见
到医生，你首先要过三道护士把守的

“关口”。

3月16日，眼科迎来了第一天复诊。
早上8：30，候诊区域坐着不少家长和孩
子。费先生感叹，儿子上小学三年级，疫

情期间一直在上网课，每天6小时对着电
脑，孩子最近看电视都眯着眼睛了。

眼科主任邓国华介绍，虽然疫情期

三级预检分诊+三道“关口”

眼科、耳鼻咽喉科迎来小考

院感分级防控严格执行

本报讯 因为长期失眠焦虑，75
岁的陈老先生目前在市二院住院治
疗。陈老先生说：“晚上睡觉质量不太
好，似醒非醒，是睡非睡。睡一会儿就
醒了。”

“我们科室收治的失眠患者中
80-90%都是有特定原因的，特别是
焦虑症、抑郁症的病人，伴随失眠非
常普遍。”二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郭
义坤介绍，“除了焦虑、抑郁情绪障碍
外，一些躯体疾病、呼吸相关疾病以
及神经科运动障碍相关的疾病也可
能引起失眠。”

“因疾病的存在产生的失眠症
状，都要对失眠本身进行独立的临
床干预。”二院神经内科住院医师邹
文颖解释说，“就医学上来说，长期
睡眠问题会使人头晕头胀，思维迟
缓，严重的会引起记忆力下降，再严
重的会增加罹患身心疾病健康问题

的风险。”
据悉，在二院神经内科的患者

中，各年龄段都有睡眠障碍，其中最
大的近90岁，最小的仅为10岁。6
成以上的“90”后觉得睡眠时间不
足，6成以上青少年儿童睡眠时间不
足8小时。

邹文颖表示，这种情况大多都是
不良的生活习惯所致，很多人作息不
规律，生物钟紊乱，加上睡前吃夜宵，
看手机等，这些都使得人们在睡前生
理和心理都处于兴奋状态，一方面会
使睡眠时间减少，一方面也影响睡眠
质量。

那么，怎样才能“睡好”呢？

“比起关注睡眠时间段，我们更重
要的是去关注睡眠效率。”邹文颖表
示，除了规律的运动和膳食之外，要找
到属于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建议大
家睡前要做三件事。第一要把窗帘拉
起来，调低室内的光线，避免手机电子
屏幕的蓝光对我们刺激；第二要温度
准备好，比较适合我们的睡眠温度是
22-25度，还有身体的温度，很多人习
惯睡前洗澡，其实我建议大家把洗澡
的时间调到睡前1个半小时；第三可
以做一些放松的方法，像白噪音、冥
想、香薰、听音乐、泡脚，这些都是有助
睡眠的方法。”

（孙镇江 李青）

失眠也是病 需要对症治疗

第一位护士除了执行一级预检分
诊，还会查看患者的健康码；第二位护
士，帮助没有健康码的患者登记信息，并
进行二级预检分诊；第三位护士，监控人
体热成像测温仪，给合格的患者贴上体
温记录，超过37.3℃仪器会自动报警，会
进一步询问情况。

在这道“关口”值班的眼科副主任护

师姜朝霞说，天气变热，为准确测出体
温，患者到达后会被要求过几分钟再
测。“虽然麻烦，但患者们都理解，细节上
见真章，防控越严格才能越放心。”

周民说，这些措施或许有些“麻烦”，
但是医院提倡在严密防控下有序复诊。

“我们防控意识的弦一直绷得很紧，是为
了对社会、对人民群众健康负责。”

间眼科门诊不开，但眼科急诊一直按
照市卫健委的要求规范运行。如眼球
破裂伤、急性青光眼等急症，以及视网
膜脱离等限期手术，都在负压手术室
进行。

而为复诊，根据预约挂号和咨询
的人数，他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10位
医生上门诊，还有2位随时待命，不过
门诊的人数还是超出了预期。“来看近
视的孩子的确比较多，上网课就要用
到数码产品，疫情期间户外运动又无
法进行，学校和家长都很无奈。”

在变应性鼻炎诊疗中心，耳鼻咽喉
科副主任医师薛建荣正在为8岁的患
儿进行脱敏治疗。“中心第一天复诊，就
有不少老病人过来。”薛建荣说，进入3
月，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期，今年冬天
温度较高，花开得早，不少过敏性鼻炎
患者已经出现了初期的症状。

对于复诊，耳鼻咽喉科主任马敬
也早已安排就绪。3月16日开出5个
专家门诊、2个普通门诊。“严格执行分

时段就诊，上午挂了200个号，但在候
诊区你看不到人挤人的现象，而且医
生都做好了二级防护，保护自己的同
时，也保障患者的就诊安全。”

马敬说，除了急诊，疫情期间科室
还开设了网上门诊，咨询鼻炎和喉炎
的人最多，这类患者也会出现发热症
状，帮助他们确诊病情并安抚情绪是
最重要的。“整个疫情期间，我们科室
的8个有高级职称的医生一直正常上
班，和负压病房的医护一样在战

‘疫’。”
“复诊一周过后，眼科和耳鼻咽

喉科门诊量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
70%。此外，疫情期间没有停诊的肝
病门诊也迎来了一波就诊高峰。”副
院长刘亚平表示，目前已经对全院医
护人员进行新一轮的统筹调度，为有
序恢复日常医疗工作配备了科学合
理的医疗力量，积极营造一个安全的
就诊环境，更好地满足市民多样的医
疗需求。

门诊大厅的三道“关口”，让大家在严密防控下有序就诊

耳鼻咽喉科的医生在为患儿进行脱敏治疗

眼科医生为近视儿童检查视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