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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男子反复腹痛十余
年，再次发作后到医院急诊手术，医生
打开其腹腔时惊呆了，一层灰白色、质
地较硬的纤维膜将其全部的小肠紧紧
裹住，就像是蚕宝宝吐丝作茧一样，整
个肠道蠕动极其微弱，而末端回肠充
血水肿、明显扩张，局部张力高，即将

“破茧化蝶”——肠道穿孔，一旦发生
肠道穿孔，患者有可能出现弥漫性腹
膜炎而危及生命。目前患者已经手术
切除“茧”正在恢复休养中。

2021年新年第一天，市四院胃肠
外科收治了一名特殊患者，一位中年
男性患者因反复腹痛10年，再发伴恶
心、呕吐1天急诊入院。接诊的是胃
肠外科主治医师席艳峰，他根据患者
的症状及检查情况，考虑患者是急性
肠梗阻，便给予对症保守治疗，同时密
切观察病情变化。经保守治疗8小时
后，患者腹痛症状非但未缓解，还有加
重趋势，表现为急性绞窄性，席艳峰就
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决定进行腹腔镜探
查术。

术中，席艳峰意外发现患者小肠被
一层灰白色的纤维膜包裹，他意识到这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腹茧症，随
即决定开腹为其进行腹茧剥除术。“剥
茧的时候一定要高度注意力集中，否则
就会误伤肠壁而发生肠破裂。”席艳峰
整个手术历时2小时20分钟。

据悉，这位患者在十余年前开始
出现反复的腹痛，每次发作后大部分
可以自行缓解，所以一直也没有进一
步诊断治疗，直到这次住院才发现是
腹茧症。

“腹茧症是一种临床罕见、病因
不明的腹部疾病。因全部或部分小
肠被一层致密、质韧的灰白色硬厚纤
维所包裹，因此又称为特发性硬化性
腹膜炎或硬化性腹膜炎等。1978年
由Foo命名。”席艳峰介绍说，常表现
为反复腹痛、发作性肠梗阻，部分患
者腹部会有腹部肿块，腹茧症大多数
是在手术时发现并确诊，临床症状和
影像学检查一般不能明确该疾病。
席艳峰建议有长期反复腹痛患者要
提高警惕，预防发展为急腹症，一旦
突发难以缓解的腹痛，应及时到医院
就诊。

（杜蘅 李青）

“王医生，我是小潘，你还记得我
吗？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打扰你，是
因为我太开心了，梦想成真，生了个朝
思暮想的女儿。”一大早打开手机，常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王璇就收到一条短信。

工作40年来，王璇见证了很多家
庭求子之途的坎坷辛酸，她清晰记得
2018年3月，愁容满面的潘女士走进
门诊，手中携带着一个厚厚的文件袋，
里面都是各种检查单。她结婚已经两
年多了，曾经流产过一次，之后未避孕

却一直没有怀孕，已过而立之年的她
着急不已。

结合相关检查结果，王璇发现，潘
女士的子宫内膜仅为3毫米，且右侧卵
巢有一枚16毫米×12毫米的卵泡。经
辨证考虑，她的子宫内膜有创伤可能，不
利于受精卵着床。于是，王璇决定先予
补肾养血、调经促孕之法，给予六味地黄
丸、二仙汤和五子衍宗丸等药物治疗。
经过6个周期的治疗，患者子宫内膜增
生到10毫米，月经量也有明显增加。

在监测性激素六项指标时，王璇

发现，潘女士的雄激素偏高，同时，B
超下发现她的卵巢存在排卵障碍，没
有优势卵泡，且存在子宫肌瘤。王璇
决定，一方面坚持补肾促排养血调经，
另一方面遣方用药中加以软坚散结、
化痰消瘀之法。

坚持治疗一年半后，小潘的卵泡
生长满意，排卵顺利，但期待中的怀孕
仍迟迟不见到来。“随着年龄越来越
大，她萌生了做试管婴儿的想法，还一
度预约了输卵管造影。”王璇回忆。

面对潘女士的情绪低落与自信心

不足，王璇及时给予鼓励和安慰，同时
详细观察用药效果，适当调整用药。
2020年3月19日，潘女士检查尿妊娠
试验呈阳性；43天后B超检查提示：宫
内早孕，可见胎心；十个月后，期盼已
久的孩子终于面世。

“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医生需始终
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总结成功经验，
也要观察无效过程，调整治疗方案，结
合西医的诊断与检测手段，使中医中
药治疗疗效更加清晰。”王璇说。

刘华联 冯凯 赵霅煜

本报讯 92岁的周奶奶在散步时
突然感觉肚子一阵剧痛，伴随着恶心呕
吐，被送往常州七院，最终被诊断为胆
肠瘘引起的肠梗阻。尽管高龄患者手
术风险较大，但肝胆外科团队顺利完成
了急诊手术，周奶奶现已康复出院。

周奶奶的女儿说：“我妈妈平时腿
脚麻利，无病无灾，突然给我打电话说
肚子痛得要命，我赶过去问了半天才知
道，她这肚子疼的情况已经有三天了。”

周奶奶以“腹痛待查”收住肝胆外科
进一步治疗。经过肝胆外科副主任陆晓
明及其团队仔细查体及检查，判断周奶
奶是胆肠瘘引起的肠梗阻，考虑是胆囊
结石卡住了小肠，需要立即手术治疗。

医护人员立即忙碌起来，下达手
术医嘱、完善术前准备、联系麻醉师，
有序地做好术前准备。准备好之后，
医生把周奶奶送进了手术室，开始了

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
手术非常顺利，医生成功取出了一

颗长4厘米的结石，足足有鸽子蛋大
小。原来，这个小石头竟然穿过胆囊
壁，越过肠壁，一路向下，卡在了小肠
处，引起了肠梗阻，真是一场远距离的
漂洋过海，所幸治疗及时，没有导致更
大的后果。如果嵌顿时间过长，会引起
肠坏死，甚至感染性休克，危及生命。

“胆汁是辅助消化（尤其是油脂类
食物）的液体，胆囊是储存胆汁的仓
库。当胆汁分泌、代谢出现异常，胆囊
中的胆汁会析出像石头一样的晶体，
形成胆结石。”陆晓明提醒市民，平时
胆囊结石需要及时治疗，超过1.5厘米
的结石以及经常发作的胆囊结石，需
进一步手术，避免胆囊结石掉下，引发
新的疾病。

（七轩 李青）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妇幼保健
院妇科团队成功为一名44岁患者摘除
了6个巨大子宫肌瘤，其中最大肌瘤直
径达15厘米，堪比一只柚子大小。

患者尹女士生过孩子后一直未进
行妇科体检。最近几年来，她总觉得
腹部腰围渐渐增大。等这次到妇保院
就医时，尹女士的腹部大小形状相当
于一名怀孕6个月大的孕妇。马文琴
副主任医师介绍说，这是她工作十多
年看到最大的子宫肌瘤。由于肌瘤巨
大，手术难度增加很多，肌瘤血管丰
富，手术出血量较一般的子宫肌瘤手
术也多一些。术后肌瘤病理切片提示
肌瘤细胞已经有变性，还好患者现在
来手术了，切除了子宫，如果再晚一
点，很有可能会癌变。马文琴表示，一
般子宫肌瘤直径达到5公分以上或者
有明显的症状，他们就会建议手术，就
是怕肌瘤变性，耽误了治疗时机。

据了解，子宫肌瘤发病年龄横跨

青年到老年，是起源于子宫肌层的良
性平滑肌肿瘤，多数子宫肌瘤不会导
致明显症状，也有部分患者存在月经
量增多、月经期延长、尿频、便秘、腰部
酸胀感等症状。子宫肌瘤的发生通常
与年龄、激素、肥胖、焦虑等因素密切
相关。

一般来说，无症状的肌瘤不需要治
疗，特别是近绝经期妇女，因为绝经后
肌瘤大多可以萎缩和消失。对于其他
女性的无症状肌瘤而言，建议每6个月
至1年随访一次，如果出现经量增多及
经期延长、下腹包块、白带增多、压迫症
状等，要积极寻求专科帮助与治疗。对
于备孕期女性，则一定要在怀孕前进行
B超检查子宫，以防发生较大子宫肌瘤。

马文琴医生建议广大女性每年进
行一次妇科检查，若发现较大子宫肌
瘤，则需要引起重视，定期复查，以便
及时掌握肌瘤生长趋势。

（妇幼宣 汤怡晨）

本报讯 日前，我市高铁工作人
员发现一位旅客进站时步态异常，上
前询问并阻止他上车，劝其到医院就
诊确认无事后再回家。没想到，正是
这一劝阻救了旅客一命。原来，这位
旅客当时已经出现了右侧丘脑出血，
如果长途奔波很可能在半路上出现危
及生命的状况。目前，黄某在市四院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内接受治疗。

1月5日早晨，外地来常务工的黄

某发现自己左侧肢体没有力气，同时
感觉头晕不适，想着马上就要过年了，
手头暂时也没有什么活，就收拾一下
行李准备回老家再治疗。当他进入常
州高铁站时，工作人员发现其步态不
稳，面色也有点异常，就上前询问，得
知黄某身体不舒服，就劝他不要上车
先去医院做个检查。黄某无奈退了车
票来到市四院就诊，经过检查发现其
右侧丘脑出血，如不立刻住院治疗，就

会有生命危险。
“幸好他没上车，万一在车上病情

加重，后果不堪想象。”市四院神经外
科副主任医师葛永兴解释说，“丘脑出
血是指丘脑脑实质出血所导致的疾
病，一般患者会出现肢体瘫痪、肢体感
觉障碍、偏盲等表现。早期发现并通
过及时治疗的话，预后尚可，如果未经
及时治疗不死也会遗留肢体后遗症，
严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

据了解，黄某在8年前就发现自
己有高血压，但没有按医嘱坚持服药，
而是跟着感觉走，如果哪天觉得头晕

不适了，就服用降压药，平时也不注意
监测血压变化，冬季原本就是心脑血
管疾病高发季节，再加上他服药依从
性不好，更容易出现脑出血等意外了。

葛永兴提醒市民，如果既往有高
血压的患者，突然感到全身无力、剧烈
头痛、视力变化、身体发麻、嘴巴歪曲、
吞咽困难、行动不方便，以及一直流口
水，言语含糊、不认人、睡眠颠倒时一
定要及时就医，如果出现昏迷、大小便
失禁、瞳孔不等大等情况，周围人应及
时求救120。

（杜蘅 陈姝 李青）

挂了全科医学科的门诊，走进诊
室，总是能听到唠家常一般的问候。
不似其他科室的严肃问病、检查开药，
走进这里，无论带着怎样的健康问题，
都会受到医生耐心的问询与细心的关
照。帮助患者树立积极良好的治疗信
心，并与医生建立长期稳定的亲密关
系，这就是全科医学科的魅力。武进
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设置于2019年，
负责慢性病、多发病、常见病的诊治、
全科及助理全科学员的规培。

初展风采 厚积薄发

相对于基层全科医学科解决群众
基本就医问题，三级医院独立开设全
科医学科则有其独到之处。一方面，
对于刚入院的多病共存的患者，由全
科医师对其病情进行综合的判断、评
估，特别在危重症识别、及时将患者转
诊至相关专科的反应速度和处理模式
上，有很大优势，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
患者的就诊效率及医疗资源的有效配
置程度；另一方面，对于接受专科治疗
后不能立即出院的患者，全科医学病
房可以作为他们的“缓冲区”，打消患

者对于后续治疗的担忧。同时，下联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把触角延伸到每
个家庭：定期安排随访，在健康教育、
心理疏导、康复诊疗等方面，给予患者
持续的健康保障与人文关怀。

对于医院人才队伍建设而言，由
综合医院全科医学科带教学员培养出
来的全科医生，是真正遵循了全科医
学的思维模式的医生，破解了目前全
科医生的培养仍是“专科医师培养全
科医生”的难题，队伍的数量与整体素
质都能得到提升。

目前，医院全科医学科现有床位
20张，病房有心电监护仪3台，心电图
机1台。科室目前有专业医务人员4
人，其中主任医师1人，副主任医师
2人，住院医师1人。有常州市级科研
1项、武进区级科研1项，发表多篇国
家级、省市级论文。

各司其职 互补互利

如果说专科医学是直击痛点、对
症下药，那么全科医学最大优势就在
于它是纵观全局后，对患者状况做出
分析判断，它将个人视为一个整体。
全科医学科不仅仅只是针对疾病本
身，而尽可能多地考虑导致疾病的原
因和改善疾病的措施。站在患者的立
场上，全科给出的诊疗方案注重以人
为本；在给患者带来良好就医体验的

同时也让他们对自
身健康情况有更清
晰认识。而涉及到
需要专科医生的意
见和治疗方案时，双
方会根据实际情况
互为补充，为患者拿
到“最优解”。

70岁的李奶奶8
个月前，因肺结节在
外院就诊后，进行药
物治疗。2个月前李
奶奶因腰椎压缩性
骨折住院治疗，而后
又被发现有骨质疏
松的症状，同时再加上高血压、冠心病
等慢性病和心肌梗塞的病史，属于典
型的多病共存病例。李奶奶随后来到
武进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寻求帮助，
科主任冯小芬在问诊后，给出了住院
治疗的建议：肺结节的治疗是一方面，
帮助李奶奶梳理药物，减少不必要的
药物负担是另一方面。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近年来，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大力
扶持、人们对预防保健认知的不断加
深、分级诊疗的有效推进……都给全
科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不难
发现，前来全科医学科就诊的大部分

患者为老年群体。他们其中还有相当
一部分人，对于自身现有疾病和未来
健康维护的重视程度仍然欠缺，因而
深入到百姓当中，长期开展相关宣传
工作、引起普遍重视，显得尤为重要。

三级综合医院的全科应该做些什
么？这是冯小芬一直在思忖的问题。
全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基础医疗守门
人角色，医生是转诊通道的主要衔接
者、是住院期间病人的主要管理者、是
出院后病人的追踪者……尽管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但它在保障居民健康水
平、提高医疗系统运行效率、降低居民
医疗费用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许家伟

本报讯 常州市卫健委日前发布
通知，确认22个市级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特色科室。

为大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夯实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工作基础，
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特色科室建设，各地积极开展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建设，取得初

步成效。
经建设单位申请，辖市、区卫健局

初评，市复核评估，最终确认22个市
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覆盖

金坛、溧阳、天宁、钟楼、新北、武进等
地，涵盖内科、外科、妇科、中医科、疼
痛科、口腔科等科室。

（卫健宣 陈荣春）

本报讯 常州市儿童医院伤口造
口护理门诊日前正式开诊。该门诊以
患儿及家庭为中心，由获得专业资格
认定的国际造口治疗师、江苏省伤口
造口失禁专科护士坐诊，致力于为伤
口、造口患儿及家庭提供专业化的优
质服务。

“伤口造口护理门诊真是帮了我们
家大忙！”前来就诊的浩浩妈妈表示，

“很多问题电话里也说不清楚，能和专
科护士面对面交流，省了好多事。”

两个月前，浩浩因坏死性小肠结
肠炎（NEC）在市儿童医院行回肠双腔
造口术，术后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顺
利出院。以前，出院后孩子母亲在造

口护理方面有疑问或者困难会通过
QQ、微信咨询专科护士高姝娜。现在
有了伤口造口护理门诊，专科护士就
能面对面地指导患儿家长。通过耐心
细致地讲解及演示，浩浩妈妈也学会
了重新测量距离和裁剪造口袋，家庭
护理也做得更好了。

除了耐心指导小儿造口的护理操
作，伤口造口护理门诊还可为患儿做
一些急慢性伤口的处理，利用湿性愈
合理念促进伤口的愈合，减轻患儿换
药时的痛苦。外科医生与伤口造口专
科护士医护协作，节省了就医时间，大
大提高了患儿的生活质量。

（钱群华 陈荣春）

谋全局以理一域
——记武进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

身体有恙欲回老家

高铁工作人员阻拦反救其命

丘脑出血的临床症状主要取决
于出血是局限于丘脑，还是向周围临
近区域扩展及与出血量的多少密切
相关。如局限于丘脑都有对侧偏瘫、
偏身感觉障碍、偏盲三偏症状，上下
肢为基本均等的瘫痪，感觉障碍较
重，个别出现丘脑痛且感觉障碍不易
恢复，多无意识障碍，扩展至壳核瘫
痪重，可出现较轻的意识障碍如嗜
睡，优势半球可出现丘脑性失语，丘
脑出血破入脑室，波及丘脑下部则意
识障碍重，可能出现应激性溃疡、中
枢性高热、神经源性肺水肿或去皮层

强直，出血影响中脑可引起瞳孔大小
不等、核性动眼神经麻痹等。

脑出血多在活动中或情绪激动
时突然起病，少数在安静状态下发
病。患者一般无前驱症状，少数可
有头晕、头痛及肢体无力等。发病
后症状在数分钟至数小时内达到高
峰。患者常常伴有血压常明显升
高，并出现头痛、呕吐、肢体瘫痪、意
识障碍、脑膜刺激征和痫性发作
等。脑出血的临床表现轻重及预后
主要取决于出血量和出血部位，以
及治疗的早晚。

市卫健委确认

22个市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

中医药治疗两年后，不孕高龄女发来一条短信

武进区横山桥镇卫生院妇产科
新北区奔牛人民医院手外科
武进第四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溧阳市溧城镇卫生院妇产科
金坛区朱林镇卫生院骨伤科
钟楼区邹区镇卫生院儿科
新北区魏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脾胃科
新北区奔牛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天宁区郑陆镇卫生院骨科
钟楼区南大街街道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膝痛科
武进区南夏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消化内科
钟楼区邹区镇卜弋卫生院消化内科
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院针灸推拿科
武进区遥观镇卫生院疼痛科
溧阳市南渡镇中心卫生院消化内科

天宁区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消化内科
金坛区水北中心卫生院口腔科
武进区前黄镇寨桥卫生院中医科
钟楼区西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呼吸科
溧阳市溧城镇新昌卫生院中医妇科
武进区湖塘镇鸣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科
武进区雪堰镇漕桥卫生院消化内科

22个市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名单

男子反复腹痛十余年

竟是罕见腹茧症“作怪”
纤维膜裹住小肠，一旦肠道穿孔将危及生命

市儿童医院伤口造口护理门诊开诊

一、造口护理范围：
1、儿童造口日常护理；2、儿童造

口术后复查；3、儿童造口用品的选择
与指导；4、儿童疑难造口护理、造口
并发症的处理；5、健康指导与咨询造
口问题。

二、伤口护理范围：
1、急性伤口：皮肤裂伤、擦伤、

挫伤、烫伤、体表脓肿切开引流伤口

等；2、慢性伤口：压力性损伤、各种
外伤引起的难愈性伤口、术后难愈
伤口等；3、管道护理：胸腹腔引流
管、各种造瘘管长期留置引起的皮
肤问题。

三、护理门诊时间、地点：
门诊时间：周三上午7：45-11：30
门诊地点：常州市儿童医院 1 号

楼一楼，伤口造口护理门诊

92岁老人散步时突发肚痛

鸽子蛋大的胆囊结石引起肠梗阻

肚子肿胀，竟是巨大子宫肌瘤在作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