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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焕忠介绍，对中医药的信任和
认可，在横林镇有着悠久的传统，这为
医院发挥“中西医结合”特色优势提供
了深厚的土壤。根据“中西医结合”这
一发展需求，中医药特色服务渗透到
医院的每个角落。

省“优秀基层医师”、市名中医、医
院中医科主任梅章林正是这一战略的
实践者。“偏瘫科创建时，我们两个科
室深度合作。康复项目包含很多中医
药疗法，像针灸、熏蒸、热敷等，而且不
少康复师就是中医出身。医院看肺
病、脾胃病有口皆碑，骨伤科的贴敷剂
都是自制的，深受当地百姓欢迎。”

中医科除了11人坐诊，另有多名
中医派驻各个病区，如偏瘫科、妇科、
外科，为患者提供优质中医药特色服
务。在梅章林和团队的努力下，医院
的中医药工作一直走在全市前列，被
授予常州市特色中医专科。目前，医
院非药物中医技术治疗人次数占门诊
总人数的5.73%，中药处方占门诊处方
的30.3%，辨证论治优良率≥95%。

同时，医院制订了中医药人才培
养计划，使中医类别及中西医结合类
别人员执业（助理）医师占全院执业医
师总数比例每年递增5%，并逐步达到
60%以上。2019年，省“西学中”高级
人才研修班（常州）在医院开班，通过
积极推行“西学中”培训，培养出一批
中西医结合人才，探索中西医结合治
疗方法，开拓中西医结合科研思路。

新大楼开启新征途。庄焕忠表
示，新的一年将进一步加强医院管理，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改进医疗质量，提
升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努力提
高横林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65载岁月，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踏上新征途，争做“东大门”健康“排头兵”

“牛”转新机，“横医”蝶变
风雨历程，岁月如歌，有着 65 年历史的

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横林人民医院）将在
农历牛年迎来蝶变升级。

2021年1月12日，随着第一批更新换代的
医疗设备进场，医院新建的综合病房大楼步入
收尾阶段，将于今年1月底正式启用。这座高
标准、现代化、多功能的新大楼，总建筑面积
2.47万平方米，其中11层的病房大楼拥有320
张床位，涵盖标准手术室、规范化产房、糖尿病
专科、重症监护室、医养结合病房等配套设施，
极大改善了医院的诊疗环境。

始建于1956年，2015年划归我市经开区
管理，医院开启了全新篇章。2017年，被确认
为“二级中西医结合医院”建设单位并更名；
2019年5月，成功创建为“二级中西医结合医
院”；近 5 年，偏瘫科和手外科创建为省级特
色科室……

院长庄焕忠表示，医院遵循“发扬特色、
做强专科、齐头并进、综合发展”的思路，一步
一个脚印，实力逐渐提升。“新大楼将是一个
新起点，这里不仅会成为横林镇的新地标，更
是我们守卫‘东大门’百姓健康的新阵地。”

赵霅煜 陈军/文 胡平/摄

偏瘫科是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的一张王牌。“这里主要收治中风
后遗症患者，帮助他们规范有效地
康复。科室床位很紧张，全年都需
要预约。”偏瘫科主任张国平介绍，
偏瘫科成立于1988年，2004年被评
为常州市特色中医专科，2016 年创
建为江苏省乡镇卫生院特色科室。
科内拥有医师6人、护士14人、康复
师4人、床位96张，2个专科治疗室
和 2 个综合功能锻炼房，年住院达
1200余人次。

65岁的张阿姨中风10多天后，
左侧无法动弹，在偏瘫科的功能锻炼
房里，她每天都要在康复师的帮助
下，进行30分钟的徒手康复。另一

位中风 20 多天的顾先生右下肢麻
木，天天要用熏蒸机助力中药吸收，
促进血液循环。

张国平说，科室采用早期康复
介入、低频脉冲电刺激、中医针灸理
疗、中医中药等手段治疗各种原因
所致的脑血管病变性偏瘫患者，针
对每个患者制订康复治疗方案，取
得较好的临床效果。科研项目《颈
动脉加压注射瘫康灵治疗偏瘫患者
的临床研究》荣获武进区科技进步
二等奖。

进一步完善、提高基层卫生机构
的医疗服务能力，加强特色科室建设
是最佳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于是，紧
跟偏瘫科的步伐，医院另一个王牌科

“在家摔了一跤，被送到这里，没想
到能碰到了大医院的专家，真的太好
了！”为狄坂村村民杨奶奶看病的专家
来自武进人民医院急诊科，医联体让她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2014年8月，医院急诊科与武进
人民医院急诊科建成专科共建型医联
体，后者委派2名有经验的高年资急诊
医师周一至周五全天坐诊，并指导急
诊科工作。同时，选派护理人员定期
到医院进行急诊护理工作指导，对急
诊科医生和护士进行业务能力授课培
训，开展“急诊能力提升工程”。近年
来，医院急诊科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
抢救能力，年抢救各类急、危、重病人
330余例，抢救成功率97%以上。

每周五的手术室里，常有多台腹
腔镜手术，指导专家来自武进人民医
院普外科。2019年5月，双方建立专
科共建型医联体后，3名武进人民医院
普外科的专家轮流来坐诊，重点开展
腹腔镜手术，如胆囊切除术、胆总管探
查术、阑尾切除术、疝修补术等，同时
提供手术指导、专题讲座、双向转诊绿

色通道、协助医院人才培养等工作。
医院积极发挥医联体作用，强化

专科建设。目前，医院已与常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武进人民医院、武进中医
医院及一家民营医院共建立了11个
共建型专科医联体，通过上级医院的
技术指导，医院专科的诊疗水平得到
了较大的提升。

目前，医院将重点向中医、中西医
方面发展，正在和江苏省第二中医医
院（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南京市中医院洽谈科室合作事宜，重
点加强肺病科、神经内科和肛肠科的
建设，以便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安
全、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室——手外科也在2019年被评为省
级特色科室。常年开展断指再植术、
手指再造术、手内皮瓣以及带蒂皮瓣、
游离岛状皮瓣修复四肢皮肤缺损、神
经端侧吻合修复神经缺损等高难手
术。目前，科室拥有副主任医师3名，
主治医师7名。

手外科负责人陈小强介绍，科室
成立于2006年，手术高峰量曾达1500
多台/年，“如今数量有所减少，但处理
复杂手术的能力更精进了”。陈小强
说，患者对手功能恢复要求高，像断指
再植术对医生的要求非常高，耐心、技
术、体力缺一不可。

特色建设 偏瘫、手外两大省级王牌

优资集聚 11个共建型专科医联体

战略推动 中医药服务渗透每个角落

本报讯 寒潮来袭，气温一夜下降
达10℃以上，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期。
记者从市四院获悉，仅1月6日一天内，
神经内科就收治了7例脑梗塞的患者。

家住新北的张大爷，今年71岁，既
往身体健康，从来没有住过院，当然也不
知道自己血压、血糖等情况，尽管年轻的
时候吸烟喝酒，随着年龄增长就开始注
重养生戒烟戒酒了，日常饮食也都很规
律。1月4日，张大爷起床后发现自己一
侧身体没有力气，当时没太在意，谁知中
午吃饭的时候，左手居然端不住碗了，仍
旧不以为然。张大爷的老伴意识到情况
不对劲，拉着他到市四院就诊，最后诊断
为右侧丘脑、基底节区及侧脑室旁腔
梗。由于发病已经超过最佳溶栓时间
窗，张大爷需要住院进一步治疗。

而今年57岁的李大叔每天8两白
酒算是标配，一天不喝全身难受，所以
40多岁时候就被确诊为高血压、糖尿
病。1月4日，李大叔早晨起床后感觉
人全身轻飘飘的，走路就跟醉酒一样，
他想着昨天晚上好像没有喝酒，难道是
前天酒喝多了，还是最近酒量下降了？
于是他回到床上继续休息，谁知到了晚
上，再次起床时发现自己“宿醉”更加严

重了，走路不是轻飘飘的，而是向左边
歪斜，甚至有点拖沓，随即让朋友送自
己到四院急诊，被诊断为双侧基底节区
腔梗，也需要住院进一步治疗。

市四院神经内科主任徐雪芬提醒
市民，寒潮来袭，谨防脑梗。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者，定期测压不能忘，
按时服药不能少，注意保暖勿受凉，中
风120口诀要牢记，鉴别急性脑梗最可
靠，及时就诊救命救脑细胞，远离偏瘫
等后遗症。一旦发现异常，一定要及
时到医院就诊。

（史琪 杜蘅 李青）

上周开始，常州又降温了，对于类
风湿关节炎患者而言，这样的天气，更
是让病情雪上加霜。

周女士是一家餐馆的服务员，由
于人手紧张，顾客较多，她常常一站七

八个小时。“最近一阵，总感觉手指关
节和膝关节肿胀疼痛，”以为是天气冷
的原因，她便没有在意。没想到，症状
逐渐加重，周女士随即出现双手、手
腕、双肘、双膝、双踝全部肿胀疼痛，不
能行走。

在家人的陪同下，她来到常州一
院就诊。“考虑类风湿关节炎需要住
院治疗。”结合相关检查结果，风湿免
疫科副主任医师张佩蓉得出诊断。
入院经过系统正规的治疗后，周女士
的关节肿痛缓解，生活恢复自理后出
院了。

张佩蓉说，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
病因尚未明确的慢性全身性炎症性

疾病，属于自身免疫炎性疾病，它主
要表现为慢性、对称性关节炎和关节
外病变。随着病情进展，患者会逐渐
出现关节畸形、关节功能障碍，甚至
丧失劳动能力。早期诊断和规范治
疗，可以控制和减少类风湿关节炎的
致残率。

类风湿关节炎表现为关节疼痛：
常见于指间、掌指、腕、肘、膝和足等
关节；关节肿胀：常呈对称性，关节梭
形肿胀，可出现关节积液；关节畸形：
典型的“纽扣花”样畸形、“鹅颈”样畸
形、尺侧偏斜；晨僵：早晨起床关节活
动不灵活是关节炎症的一种表现，晨
僵持续时间和类风湿严重程度成正

比，晨僵一般持续半小时以上。类风
湿关节炎的病因不明，但发病与以下
原因有关：感染、免疫功能紊乱、性激
素、遗传、吸烟、寒冷、外伤及精神刺
激等。

类风湿关节炎无法治愈，但通过
系统正规的治疗可缓解关节肿痛症
状，控制疾病进展，延缓关节破坏，改
善生活质量。

一旦医生明确诊断，患者应严格
遵照医嘱规律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具
有很强的致残性，不要等到关节畸形
不能逆转后才考虑治疗，应做到早预
防、早诊断、早治疗。

刘华联 冯凯 赵霅煜

速冻天气，一夜降温10℃

卒中高发，市四院一天收治7例

中风120口诀

1 看脸，是否有口角歪斜、流口
水、面瘫不对称；

2 抬胳膊，是否有肢体麻木、平
行举起有困难；

0 是指听语言，是否说话含糊、
答非所问甚至不能言语；

如果有任何一项，请立即拨打
“120”，说清地点与发病时间，因为时
间就是大脑，早一刻到医院，致残可
能性大幅度下降。

痛痛痛，手指、脚趾、手腕、膝盖……

寒冬来临，注意防治类风湿关节炎

读者提问：突发心梗有没有征兆？
心梗了又该怎么办？

出场专家：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钟楼院区呼吸心内
科副主任管淑红

专家解答：急性心肌梗死是冠状动脉
急性、持续性缺血缺氧所引起的心肌坏死。

心梗的原因很多，自身机体病变、运
动少、吸烟、暴饮暴食、高脂饮食、过度劳
累和压力过大都是导致心肌梗死的因素。

如果突发急性心肌梗死还是有很
多征兆的。半数以上患者在发病前数日

有乏力、胸部不适，活动时心悸、气急、烦
躁等前期症状，尤其近一个月新发生心
绞痛或原有胸痛较前加重，如发作频繁、
程度加重、持续时间长等，常常发生于安
静或睡眠时，常伴有大汗淋漓、恶心呕吐
等症状。有时也出现一些不典型症状，
如咽部痛，往往伴有紧缩性的感觉；上腹
痛，就是我们常说的胃痛；牙疼，往往是
下颌部的牙疼；胳膊疼、手指疼等，心脏
原因引起的肢体疼痛往往是越动越痛，
一休息就会有所好转。如果出现上述这
些症状，就要特别小心。

而一旦突发急性心肌梗死怎么办
呢？急性心肌梗死并发症主要包括乳头
肌功能失调或断裂、心脏破裂等。在既往

突发心梗的死亡病例中，很多都是因为救
治不及时，出现严重并发症而死亡。从理
论上讲，若发现心肌梗死，应尽早开通罪
犯血管恢复心肌血流灌注，挽救濒临死亡
的心肌细胞，可减少并发症发生率。

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力
壮就无所顾虑，出现相关症状还在硬
撑，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进行相关的检
查和救治，否则一旦耽误了病情，往往
就会危及生命。

所以，预防急性心肌梗死最好的方
式，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年轻人
应做到合理膳食、规律运动、戒烟限酒、
保证睡眠、控制体重，只有爱惜自己，才
有能力更好地爱护家人。

突发心梗有没有征兆？心梗了又该怎么办？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二院获
悉，医院收治了一名重症视神经脊髓
炎谱系疾病患者，在神经内科与肾内
科的共同协作下，通过双重血浆置换
技术使其转危为安，能够重新自立行
走。目前，二院是我市唯一开展双重
血浆置换技术的医院。

29岁的吴女士（化名）平时身体健
康，却突然脖子、胸口和背部都开始发
痛，更糟糕的是，下肢逐渐麻木无力，
甚至连大小便都不能控制，最后无法
行走，送至常州二院，被诊断为视神经

脊髓炎谱系疾病。
二院神经内科副主任陈卓友介

绍：“该病如不能及时诊治可导致患者
失明或截瘫，甚至危及生命。入院后，
我们立即为其进行激素冲击、丙种球
蛋白抑制免疫等治疗，但症状改善不
明显，我们便开始考虑血浆置换这一
治疗方案。”

二院肾内科主任刘同强解释：“血
浆置换是该类疾病的一种有效治疗手
段，有助于清除有害的免疫球蛋白、自
身抗体等致病因子，但传统的单纯血

浆置换需要大量血浆，而目前血制品
供应非常紧张，无法及时满足患者治
疗需要，同时大量输注血浆存在血源
性传染病发生的风险。”

为此，刘同强、陈卓友和血液净化
中心护士长徐林芳一起制定了周密的
实施方案，采取双重滤过血浆置换技
术为吴女士进行治疗。经过5次双重
血浆置换治疗，吴女士右下肢肌力2
级恢复至4级，左下肢肌力5级，并在
助行器的协助下成功下床行走，安全
转出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继续后期

的康复治疗。
刘同强介绍，双重血浆置换（dou-

ble filtration plasmapheresis，DFPP）是
由血浆分离技术和血浆成分分离技术
两种类似的技术组成的一种集成技
术。DFPP在临床上可用于多种疾病
的治疗，尤其在各种原因引起的中毒、
肾脏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系统
疾病、神经系统疾病、急慢性肝功能衰
竭、器官移植、高脂血症等患者的治疗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孙镇江 李青）

青年女性突然瘫痪，陷入生命危险

双重血浆置换技术抢回“自立”人生
目前全市仅二院开展此项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