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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多少

陈女士今年 45岁，1月 19日骑
电动车时发生车祸，家属送她到武
进人民医院就诊。当时陈女士神志
清醒，但由于外伤疼痛，精神状态不
是太好。经检查，头颅CT提示陈女
士左颞顶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
出血。

该院神经外科团队，予以对症治
疗，随后陈女士的情况也一天天好
转。但2月3日，陈女士突然出现头
痛、左侧眼睛胀痛等症状。医生查体
发现，患者左侧眼球突出，球结膜充血
明显，眼球活动障碍，眶周听诊吹风样
杂音。CTA检查提示陈女士左侧颈
内动脉海绵窦瘘。

颈内动脉海绵窦瘘（CCF）是指

海绵窦段的颈内动脉或其分支破
裂后与海绵窦形成的异常动静脉
交通，导致海绵窦内的压力增高，
继而引起眶部、中枢神经系统的相
应症状。

75%以上的CCF是由外伤所致，
头颅直接或间接创伤都可能引发
CCF，外伤性 CCF 多发生于年轻男
性，男女比例约为2:1。搏动性突眼、
球结膜充血、血管性杂音、耳鸣是CCF
最常见的临床症状。

经过武进医院神经外科专家组
讨论，一致认为针对陈女士的症状，
Willis覆膜支架是最优方案。Wil-
lis颅内覆膜支架系统是用于治疗颅
内动脉瘤的覆膜支架产品，采用载瘤
动脉血管重建理念，可以隔绝、闭塞
颅内动脉瘤，并保留载瘤动脉通畅，
恢复病变区域正常的血流动力学，实
现载瘤动脉的解剖重构，达到治疗动
脉瘤的目的。

手术十分顺利，术后一周，陈女士
眼部体征基本恢复正常。

医生提醒，很多颈内动脉海绵窦
瘘的患者因为明显的眼部不适而首
诊于眼科，实际上这是神经外科的疾
病，并且需要血管内介入治疗，临床
上容易误诊误治。当出现视力下降

及眶部疼痛时应高度重视。眼静脉
高压会导致视网膜中央静脉回流也
受阻，当出现颅内高压时，视盘充血
水肿会更明显，黄斑水肿和视网膜出
血会更严重，造成视力和视功能的严
重丧失。

武医宣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不曾站在
临床一线抢救生命，却站在幕后，守
着实验室方寸之地，为优生优育临床
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依据。2007
年，刚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张玢成
为了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实验室的一
员，日复一日的抽血、检测、分析，看
似枯燥乏味的研究工作，在她眼里却
非常“有趣”，越干越有劲道。多年
的不懈追求，长期的精进探索，让她
很快成长为科室的青年骨干，专业的
行家里手。

在很多人看来，实验室就是做检
查，发报告，殊不知，他们出具的每一
份报告，往往就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李女士是一个二胎妈妈，在四年前生
下第一个孩子，孩子出生以后没多久

就频发癫痫，而且不会坐立，不会咀
嚼，四年多来全靠家里人一点一点的
米汤灌咽喂养，如今四岁了体重才只
有10斤。多年来，全家带着孩子多地
求医，无论怎么治疗痉挛性癫痫却越
发频繁。如今她再次怀孕，多年来承
受的痛苦让她迫切的希望能出生一个
正常健康的孩子。

在了解李女士的情况后，张玢的
第一直觉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单基
因遗传病，看着愁容满面的孕妇，面
对无尽的未知与不确定，她知道尽管
困难重重，但是唯有给腹中的胎儿做
出准确的判断，才是给这个家庭最大
的帮助，这也是她身上的责任。为能
在短短的90天内完成所有产前诊断
检测，张玢和同事们在实验室争分夺
秒，与“基因”对话，抽丝剥茧寻求真
理，最终，结果也证实了她的想法，
在 大 宝 基 因 测 序 结 果 里 发 现 了
ATP7A 基因突变，是极其罕见的

Menkes氏综合征，并且胎儿也存在
和大宝同样的致病位点，李女士选择
了终止妊娠。

她也是一位母亲，每次看到不好
的结果，她的内心和患者一样，她想必

须做点什么，再努力一点，或许能给更
多家庭带去希望。随着岁月的积淀，
她对生命、对责任、对事业又多了一份
体悟和理解。

妇幼宣

在我们抗击疫情的日子里，好久
都没有出门觅食了。美食能给人们带
来很多幸福感，但是面对美食我们经
常会遇到一些疑问：得了荨麻疹是不
是需要忌口？鱼虾及辛辣的是不是不
能吃？需要做过敏原吗？自从我得了
荨麻疹，我什么好吃的都不敢吃了，可
是还是没有好转，到底是什么原因？
针对以上困惑，常州七院皮肤科医师
潘盛跟大家聊聊荨麻疹的病因及与饮
食的关系。

荨麻疹的病因

关于荨麻疹的病因研究，我们可
以总结如下。

急性荨麻疹：50%源于自发性的；
40%源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9%源于
药物；1%源于食物。

慢性荨麻疹（每天或间歇发作，时
间大于6周）：60%源于自身免疫、假性
变态反应、慢性感染相关、自发的；
35%精神因素；5%源于血管炎性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感染是诱发急
慢性荨麻疹的重要因素，一些比如牙
源性、消化道的幽门螺杆菌，胆道源性
慢性感染以及盆腔的慢性感染等可能
是慢性荨麻疹的发病基础。而对于儿
童来说病毒感染可能是他们诱发急性
荨麻疹的常见原因。极少数也跟寄生
虫感染密切相关。

关于荨麻疹与自身免疫，目前我
们还没有某种检测手段独立开展针对
它的检查，但是我们可以检测自体血
清试验（ASST）大致看一下自体免疫
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检测甲状
腺 Anti-TPO Ab 及 Anti-TG Ab
抗体是否异常。还有研究表明维生素
D可以影响天然和获得性免疫，慢性
荨麻疹存在血中24-OH维生素D缺
乏，适当补充维生素D可以提高抗过
敏治疗效果。

荨麻疹与食物的关系

有研究表明食物过敏可能是儿童
急性荨麻疹的主要诱因之一。IgE介
导的食物过敏很少是慢性荨麻疹的诱
因，由食物本身或是食物添加剂引起
的慢性荨麻疹的比例小于2%。目前

尚还缺乏关于急性荨麻疹和食物过敏
关联的大规模研究。仅有小样本的食
物激发试验表明：儿童阳性率：6-8%；
成人：1.4-2%；荨麻疹患者中：2.2-
4.9%；慢性荨麻疹患者中：1.1-1.4%。

什么是食物过敏

它分为速发型和迟发型。
速发型：进食后2小时内出现症

状，且症状较重，常包括风团、血管性
水肿、喉头水肿、哮喘等，严重者可出
现过敏性休克。

迟发型：对于进食后数小时至数
天起病，常见症状有腹泻、食欲不振、
皮疹、紫癜、关节痛及粘膜溃疡等。

如何确定自己对食物过敏？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饮食习惯并且
结合医院的血清过敏原检查及点刺试
验找出可疑的食物，严格排除饮食，症
状好转，我们可以再进行激发试验，症
状明显那可以确定对该食物过敏，如
果严格排除食物后症状无改变，则可
以继续加入该食物，还是无改变则可
以排除。

通过以上学习你们是否有所
收获，希望每一个荨麻疹患者都
能合理管理自己的饮食，不要盲
目禁食。

七轩 李青

本报讯 今年3月 24日是第 25
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主题是“携手
抗疫防痨、守护健康呼吸”。当前正逢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为确
保患者就医权益，提高就医服务质量，
保证治疗的规范性和连续性，常州市
疾控中心结防所第一时间全面对全市
结核患者进行逐一摸排，核实居住、治
疗方案、剩余药量、复查时间、不良反
应等，采取措施提供精准服务，有效解
决患者中断治疗的问题，降低患者交
叉感染的风险，为患者的药品供应和
生命安全提供保障。

经梳理，常州管理结核患者滞留
省市外合计68人，省外由结防所积极
沟通江苏省疾控中心，将病人信息转
至居住地疾控中心，省内由结防所逐
一沟通，并保证当地结防人员与病人
对接，从而保障病人药品供应和随访
管理；滞留在市内11人，结防所经与市
三院沟通，在不影响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的同时，为结核病患者就
诊取药开辟“绿色通道”，由患者自主
前往结核病门诊取药。

此外，武进区疾控中心针对取药

困难患者特提供快递到家的贴心服
务；天宁区疾控中心在确认患者药品
充足的情况下，进行上门慰问并发放
口罩。对能够到市三院取药患者，逐
一建议患者前往之前，提前通过电话、
微信等形式预约，按照提醒就诊，如必
须前往医院复查、取药时，需做好个人
防护。

据了解，常州市防痨协会、常州市
疾控中心联合常州市红十字会，在省内
率先成立帮贫扶助性质的“沁心基金”，
为结核病患者发放“沁心基金”补助，自
2016年以来救助全市132名贫困结核
病患者，金额24.6万余元，有力地提高
了患者治疗依从性和成功治疗率。

考虑到肺结核与新冠肺炎同为呼
吸道传染病，结核病的防控与新冠有
诸多相同点，常州市疾控中心决定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第5届“防治结核病有
奖知识竞答”系列活动，居民可通过微
信答题，内容包含呼吸道传染病传播
方式、临床症状、飞沫的类型及防护要
点、口罩类型及穿戴方式等，并加入了
个别新冠肺炎试题。

（董秀晴 顾昕 陈荣春）

携手抗疫防痨 守护健康呼吸

本报讯 “比想象中恢复得还要
好，现在都可以下床走路了，机器人手
术优势果然明显。”在常州一院接受达
芬奇机器人手术后次日，王大爷脸上
露出了微笑。

75岁的王大爷近年来总感觉尿
频，一个晚上要起来四五次，到医院检
查后发现患了前列腺癌。听说常州一
院开展了“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在家
人陪同下，王大爷找到常州一院泌尿
外科主任徐仁芳。

结合症状表现和相关影像资料，
综合王大爷的身体情况，徐仁芳主任
决定开展“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3月11日，徐仁芳主任坐在离手
术台不远的中控台精巧操控“达芬奇

手术机器人”。接收到指令后，“机器
人”四个机械臂各司其职，2个半小时
左右，成功摘除肿瘤。

“手术非常顺利，王大爷的康复
也十分理想，这已经是春节后泌尿外
科完成的第5例机器人手术。”徐仁
芳主任指出，“与常规手术相比，机
器人手术视野更清晰、可操控性更
强，对患者创伤更小、恢复更快。但
是对手术者要求很高，不仅需要熟练
掌握常规手术技巧，还需要手脚高度
协调。”

据悉，这台手术机器人是江苏省
首批引进的第四代“达芬奇手术机器
人”，代表世界顶级装备水平，是院之
重器。它已先后在肝胆胰外科、泌尿

外科“上岗”，标志着医院外科手术正
式进入“机器人辅助微创腔镜”时
代。未来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将在医
院各领域的复杂外科手术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有效提升医院疑难病症诊
治水平。

泌尿外科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的主要“用武之地”，全球约一半以
上的达芬奇机器人手术都是围绕泌
尿外科相关疾病开展。机器人手术
在前列腺癌根治术、全膀胱切除术、
巨大肾肿瘤切除术、肾部分切除术、
肾上腺肿瘤切除术等泌尿外科手术
方面独具优势。

前列腺癌是中老年男性的高发
疾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手术是发病

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在我国，发病率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前列腺癌手术
需要游离盆底间隙，其空间狭小，且
周围血管非常丰富，容易出血。同
时，控制排尿功能和性功能的神经与
血管伴行，而摘除前列腺后，还需将
尿道和膀胱精细吻合，因此，手术难
度很大。

由于机器人的机械臂关节可
540度旋转操作，能快速完成暴露、
分离、切割、止血、缝合及功能重建
等操作，提供更加精准的外科治
疗，因此，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在疑
难、需要精细缝合的手术中具有明
显的优势。

（周耀军 刘华联 陈荣春）

荨麻疹与食物过敏的是是非非

张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
一院钟楼院区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
导师，常州市产前诊断中心秘书、常州
市优生学质量控制中心秘书。江苏省
免疫学会青年委员。获全国妇幼健康
科学技术奖、常州市科技进步奖、江苏
省妇幼健康新技术引进奖、常州市医
学新技术引进奖多项。目前主持并参
与国家及省市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在
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从
事产前筛查与诊断分子遗传工作十余
年，对胎儿遗传性疾病的诊断方面经
验丰富。

杏林撷英

她在实验室抽丝剥茧，让基因“说话”

车祸两周后眼眶肿了？
竟是它惹的祸

常州一院：“达芬奇”全面“复工”

本报讯 护士为老人接通手机视
频，老人的孩子出现在镜头中，看到老
人，他们马上亲热地打起了招呼，和老
人细说家常。

这一幕，在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老年病科，每天都会上演。根
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中心住院部实
行封闭式管理，所有家属无法探视。
由于长时间无法见到家人，老人们会
有烦闷、焦虑，护士就及时疏导，并用
手机帮老人和家人视频通话，这样的
沟通方式成了日常。

自疫情发生以来，永红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积极作为、多措并举，全
力确保41名老人的身心健康。因老人
们子女无法前来探视，医生、护士既是
照护者又是陪伴者。在需要交医疗费
时，科室人员自掏腰包，先帮其垫付；
家属送生活用品时，医护人员帮忙到
大门口代取；为了丰富老人生活，医护
人员还备好书籍报刊，供他们阅读，并
带领他们做操锻炼。

这种人性化的管控措施只隔离病
毒，不隔离爱，得到了老人和家属们的
一致好评。

（卞光裕 李青）

本报讯 为保障幼儿园安全开学，
防止和阻断疫情进校园，受市卫生健康
委委托，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群保科从2
月10日起，依托常州市托幼机构卫生
保健工作群，组织开展了二期新冠肺炎
防控知识线上培训，内容涵盖了新型冠
状病毒防控的各项最新知识点，全市
1155名托幼机构保健老师参加。

“桌面消毒后停留多少分钟后清
水擦拭？”“各类消毒液的配比”，遇到

不清楚或不能肯定的知识点，大家主
动咨询。第一轮培训考试结束后，群
保科江丽华老师针对考试中发现的问
题，分析原因，寻找薄弱点，及时向各
辖区反馈情况，并在第二轮的培训中
加强疫情防控中非常重要的消毒管
理。经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保健老师
对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的认识，增强了
防范意识。

（妇幼宣 汤怡晨）

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封闭式管理“隔疫
不隔爱”

为41名老人传递温情

妇幼为1155名幼托老师线上培训
进一步提高保健老师对新冠认识

清洁篇

把酒精装在喷雾瓶里，对着布沙
发污渍处喷，然后用海绵擦洗，沙发完
全干透以后，用刷子轻刷沙发使布料
软化，干燥后，沙发干净如初。

准备1/2杯酒精，1/3杯白醋和1杯
水，混合在喷雾瓶里，将混合液喷在玻
璃表面，用抹布擦拭，擦洗后等待酒精
挥发玻璃自然风干，雾蒙蒙的玻璃窗就
明亮干净了，用来洗汽车后视镜还不会
结霜，清洗眼镜、玻璃杯也很方便。

花岗岩料理台容易被醋酸和清洁
剂腐蚀，用1/4杯酒精、3滴洗洁精、1
杯水混合，倒入喷雾瓶，将酒精喷在料
理台上，用抹布轻轻擦拭，花岗岩料理
台干净得反光。同样，不锈钢水槽用
久后发黑发黄，先用清洁剂清洗干净，
抹干，然后将酒精倒在干抹布上，均匀
地擦拭水槽，待酒精挥发后，水槽亮得
耀眼，冰箱、水龙头等不锈钢家具，用
酒精擦拭，一样亮得能当镜子照。

此外，直接将酒精倒在衣服沾染
油漆的地方，静置几分钟，然后正常洗
涤，就可以去除污渍，对于衣服、地毯、
墙壁上的墨迹，同样的方法也奏效。

家居篇

切了洋葱或大蒜手上味道难闻，
擦一点酒精，异味就没了，切完辣椒后
手辣得不行，擦上酒精，乙醇溶解辣椒
油，用水冲洗就不辣了。

将酒精和芦荟胶以3:1的比例，混
合在一起放在按压瓶中，再加点精油，
就可以制成洗手液，杀菌又滋润，清香
满手。

美容篇

夏天汗流不止，衣服汗渍一片，用
酒精擦拭容易流汗的脖子、腋窝、手
臂，能有效止汗避免衣服发黄。

酒精倒在杯子里，用化妆棉蘸上，
可以作卸甲水用。

二宣

囤多了的酒精该如何处理？

除了消毒，酒精还可以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