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通讯员 武医宣

1月12日下午，武进区见义勇为
基金会召开表彰会，对16名见义勇为
积极分子进行表彰，武进人民医院内
镜中心护士长王丽萍获评“见义勇为
积极分子”。去年3月，王丽萍在一次
婚宴上抓住“黄金6分钟”，将一位突
发心梗的老人从危险边缘救回。

医者本能 以专业和危险对垒

去年3月20日中午，在武进某酒
店的一场婚宴中，一名老年男子突然
歪倒在椅子上，神志不清，就在众人措
手不及之时，一名女子迅速丢下碗筷，
跑过来跪地对男子实施了紧急心肺复
苏，直到男子意识逐渐恢复，被120送
往医院救治。

这名女子便是武进人民医院内镜
中心护士长王丽萍。当时听到呼救声
后，她赶紧将老人平躺，快速为其清理
口腔，跪在地上开始做心肺复苏，并叮
嘱其他人拨打120。做完第一轮心肺
复苏后，感觉老人有了微弱的心跳和
呼吸，但仍然呼之不应，王丽萍丝毫不
敢怠慢，于是开展第二轮心肺复苏。
坚持按压了几分钟后，老人眼睛开始
睁开了，心肺复苏成功！这让现场的
很多人松了一口气，随后老人被 120

送到武进人民医院南院进一步抢救。
由于救治及时、措施到位，抓住了黄金
抢救时间，老人恢复良好。

康复后的老人和家属特意赶到医
院，为王丽萍送上锦旗。老人的儿子
易先生激动地说：“老人家现在出院
了，真的很感激王护士长，不仅挽救了
我父亲的生命，更是帮助了我们整个
家庭，由衷地向她表示谢意。”

择医无悔 让每一份热爱闪光

王丽萍2003年进入常州市武进
人民医院工作，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她，
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护理事业中。在
各个科室轮转的经历，让她累积实战
经验的同时，职业信仰不断加固；和病
人的相处，也让她对医学有了更加深

刻的认识。
“很多人认为护理工作就是配配

药、挂挂水，不出错就行。随着大家健
康意识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护
理工作也有了新的要求和目标。让病
人舒适、满意，培养健康意识和良好的
生活习惯，做长期的规划，是我们持续
要努力的方向。”王丽萍这样说。

在心血管内科的数年，王丽萍在
团队中积极奋进，小事做好、大事做
实，让护理更有温度和力量。对于服
药依从性差的患者，王丽萍提供“闹钟
式服务”，让他们养成遵医嘱用药的习
惯；对需限水的心衰患者，她提醒患者
可以用润唇膏、小型加湿器缓解干燥；
对于无人陪护和其他情况特殊的患
者，护理团队总会提供生活协助。从

细节入手，保障病人安全，提高病人满
意度，真正将优质护理服务落实于每
一位患者。

平凡坚守 以执着换取患者安康

2012年，王丽萍进入院内镜中心
工作，一直到现在。彼时的内镜主要是
胃镜、肠镜，无痛也没有大量开展。但
从预约制度、领药流程、服药注意事项、
检查中如何配合、检查后要做哪些，王
丽萍都和护理团队一起，尽量照顾到每
一位患者的需求和感受。“检查是最关
键的一个步骤，如何让检查顺利开展，
就是护理团队持续要做的一个事情。
有的患者用药不规范，或者术前禁忌没
有注意，就会影响医生的探查和判断。”

随着舒适化医疗的普及和内镜范
围的延伸，内镜也由原先的检查手段逐
步向“检查+治疗”一体的方向发展。
超声内镜、超声支气管镜等项目的开
展，给患者带来的便捷优质的医疗服
务。当然，这也意味着，内镜中心的工
作量逐渐增加。王丽萍作为护士长，除
了安排好日常工作，配合医生做好每一
台内镜检查和手术，就是最重要的事
情。这小小的探头，可以观察病变、发
现病变、处理病变，密切配合、精准操
作，就可以让患者一次性得到最有效的
检查，让患处可以用最佳方案被处理，
大大提高效率、切实造福患者。

王丽萍表示，婚宴上的“拔刀相
助”其实是本性使然，不管是在工作岗
位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是每一位医务工作者，不
变的职业信仰！

——记武进区“见义勇为积极分子”、武进人民医院内镜中心护士长王丽萍

高唱时代正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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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荣春 儿宣） 2月1日，
农历新年第一天的早上，正在常州市
儿童医院病房住院的8岁女孩琪琪收
到一份“新年心愿”礼包，除了可爱的
虎年吉祥玩偶和传统节日手工礼盒，
还有写满祝福的爱心卡片。琪琪开心
极了，爸爸也开玩笑地说：“刚才还在
喊着头疼，一听说今天有礼物收，也不
喊头疼了。”

琪琪收到的爱心礼包来自“龙城有
爱·新年心愿”公益项目，该项目由常州
市儿童医院、市慈善总会、市妇联联合
发起，目的是为了让春节期间的住院患
儿也能欢乐度过农历新年，让儿童病房
充满年味。活动发起后，得到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的关注，累计收到线上捐款
6061.1元和认捐心愿礼包69份。

项目组工作人员、儿童医院医务社
工部负责人苏文娟表示，春节是我们中
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佳节，素来有穿新

衣、送祝福的民俗传统。因为疾病的缘
故，每年春节期间总有一些孩子不得不
在病房度过，不仅饱受病痛折磨，也感
受不到年味。“我们发起这个项目，就是
希望汇聚社会各界的爱心，把年味带到
病房，用爱心陪伴成长。”

据悉，项目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们利用筹集的善款和物资，精心准备
127份“新年心愿”礼包，在新年第一天
一大早已全部送达儿童病房。

“龙城有爱·新年心愿”慈善项目

春节送出127份爱心礼包

□本报记者 陈荣春 通讯员 阮丽花

寒假来临，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心开展中医
耳穴压丸防控近视体验活动。眼科副
主任中医师冯伟、中医专科护士朱婕
为大家现场教学中医耳穴压贴、穴位
按摩等护眼保健方法，并就眼健康问
题答疑解惑。

活动现场，家长们纷纷表示，让
孩子参与这样的活动，亲身体验中医
的神奇，既可以在寓教于乐中学到爱
眼护眼小科普，还可通过中医疗法帮
助他们缓解眼疲劳、改善视力健康，
更将为孩子们开启一个有意义和有
活力的寒假。

常州三院寒假体验活动

中医耳穴压丸防控近视

□本报记者 陈荣春 通讯员 杨小霞

春节假期，脱离学校的约束，家长
在忙碌着新年，“熊孩子”们彻底放飞
自我，节日的安全成了隐患。记者从
常州市儿童医院了解到，春节期间，

“熊孩子”们因为玩滑板、摔伤、车祸、
玩小烟花、误吞异物等原因，而引起骨
折、脱臼、烫伤、异物损伤等意外，给身
体带来了损伤。

乡镇小道，8岁男孩遭遇飞
来横祸

8岁的小科（化名）家住江阴。大
年初一早上，小科独自在门前马路上
玩耍，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开过来一辆
汽车，年幼的小科避让不及被撞倒，
而司机也没有发现个子弱小的孩子，
车轮直接从小科的肚子碾压而过。
在邻居的帮助下，心急如焚的妈妈跟
随120救护车将小科辗转送入常州市
儿童医院急诊科。急诊骨科副主任
医师许丽玲检查发现，孩子全身多处
损伤，骨盆骨折。在许丽玲的建议
下，小科被收入骨科病房进一步观察
救治。

据许丽玲介绍，仅年初一当天，儿
童医院骨科就接诊近20例车祸、摔

伤、脱臼的孩子。有的孩子是因为玩
滑板车、滑滑梯、骑自行车而摔倒骨
折；有的孩子因为年幼，走路尚不十分
稳当，大人们忙着招待亲戚、拉家常，
对孩子放松了警惕，导致孩子们摔倒
骨折；还有近半数的孩子是因为穿脱
厚重衣物或手臂牵拉不当，导致孩子
手臂关节脱臼。许丽玲建议家长，节

假日尤其不能放松对孩子的监管，放
手不放眼，穿脱衣物或各种活动时，不
能使用蛮力拖拉孩子的手臂，避免引
起关节脱位。

玩耍之间，28个月宝宝吞
下玉牌挂件

年初三中午，28个月的贝贝（化

名）被妈妈喂饱午饭后，开始独自玩
耍。不知怎么的，突然对妈妈的玉牌
挂件产生浓厚兴趣，经不住“纠缠”的
妈妈只能给他拿在手上把玩。玩了
一会儿，对什么都好奇的贝贝突然把
玉牌挂件塞进嘴巴，“咕咚”一声，把
玉牌挂件给吞了下去。无奈之下，妈
妈只能带着贝贝来到儿童医院求
助。春节休息的内镜中心主任徐岳
闻讯从家赶来，经过充分准备，他用
儿童胃镜将这一直径3.2×2厘米的
玉牌挂件取了出来。

无独有偶，3岁的琪琪（化名）无意
间在家里发现一袋白白的晶体，就用
小手指抠破袋子开始品尝。幸亏家里
人发现及时，孩子吃进去的也不多，送
到儿童医院后，急诊儿内科值班医生
给孩子做了仔细检查，及时有效地处
置这起误服干燥剂事件。

据急诊科副主任姚圣连介绍，
这个假期，儿童医院急诊科几乎每
天都会收到因为误食大人的药物、
化学物品、食道吞了异物、气道卡着
异物的熊孩子们。他提醒家长，节
日是孩子们意外伤害的高发时节，
尤其是幼小的孩子，对什么都很好
奇，家长要做好看护，避免孩子遭受
不必要的伤害。

骨折、脱臼、异物入侵……平均每天20余例

“熊孩子”的节日安全要关注
本报讯（汤怡晨 七轩）施大爷是

一位“20后”的百岁老人，患有腹股沟
疝多年，一直都没发生异常。直到近
日，施大爷腹股沟疝无法回纳，导致腹
痛难忍且恶心呕吐，被家人送到常州
七院治疗。

住院后，经检查，施大爷的腹股沟
疝嵌顿已引起肠梗阻和腹膜炎，手术
治疗是唯一的方法。但施大爷已经百
岁高龄，身体各项机能衰退，其次大爷
还有房颤、肺部恶性肿瘤病史，诸多因
素叠加，心肺功能极差，他能否经得起
麻醉，能否扛住手术产生的创伤，手术
后又能否顺利康复，又怎样防止肺部
感染、尿路感染、静脉血栓、心衰等并
发症，手术前一道道难题摆在了胃肠
外科团队面前。

胃肠外科团队在和麻醉科、心内
科、ICU等多学科专家团队讨论后，一
起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及麻醉方
案。在各科室的保障下团队最终成功
对患者实施了小肠部分切除及右侧腹
股沟斜疝修补术，经过一周的康复治
疗，患者饮食恢复正常，也能下床活
动。看到父亲恢复得这么好，施大爷
的儿子十分满意，特别送来了锦旗表
示感谢。

腹股沟斜疝俗称为“小肠气”，主
要是腹腔内的脏器自腹股沟内环处向

体表外突出而成，嵌顿性疝常发生在
劳动或排便等腹内压骤增时。临床特
点为疝块突然增大，并伴有明显疼痛，
平卧或用手推送肿块不能回纳。嵌顿
的内容物如为肠袢，不但局部疼痛明
显，还可伴有阵发性腹部绞痛、恶心、
呕吐、腹胀、排便困难等机械性肠梗阻
的病征。疝一旦嵌顿，上述症状逐步
加重，如不及时处理，终将发展为绞窄
性疝导致肠道坏死。胃肠外科主任程
云说：“嵌顿疝患者往往由于患病初期
对疝缺乏重视、疝脱出后没有及时复
位，疝环反复受到刺激引起收缩而形
成嵌顿。老年人疝发生嵌顿后，一般
超过六小时后导致肠道坏死的几率逐
渐升高，如此高龄患者一旦发生肠道
坏死，就有可能处于生命危险之中。”

专家提醒，患者年龄不是绝对的
手术禁忌，经过科学评估符合手术
指征，遵从专科医生建议，及时进行
外科手术，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老
年腹股沟疝发病率高达11.3‰，目前
尚无药物可以治疗腹股沟疝，手术
为最主要治疗手段，老年患者健康
意识相对薄弱而不引起重视因此更
易引起腹股沟疝嵌顿，一旦引起肠
坏死需要手术切除肠管，必定延长
恢复时间。一旦发现腹股沟疝需及
时就诊。

百岁老人“疝气”发作，七院妙手除病痛

本报讯（赵霅煜 刘华联）年前，
一张来自手术室的照片让无数人感
动，常州一院“95后”“白衣天使”顾奕
波跪地救治的善举，让冬日的“龙城”
暖意浓浓。

1月21日上午，江苏省常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手术室正在进行一台输尿
管镜钬激光碎石手术，虽然是个普通
手术，但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却遇上了

“麻烦”。
由于患者结石体积大，输尿管

扭曲明显，导致钬激光光纤无法顺

利击打到结石，虽然多次调整手术
体位，效果都不理想。一筹莫展之
时，主刀医生崔笠考虑如用手托举
患者手术部位，从而减小输尿管迂
曲，改变激光击打结石角度或可完
成碎石操作。

一旁协助手术的护士顾奕波“主
动请战”，单膝跪在手术台和仪器中
间，双手垫在患者右侧腰部下，配合医
生的指令，反复调整手部托起的位置，
帮助钬激光光纤准确击打结石，整个
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其实一开始，没想到要跪这么
久，普通手术20分钟就能结束。”顾奕
波坦言。激光碎石15分钟左右后，大
块结石已被震碎，但排石过程中仍有
部分结石附在输尿管壁上，如不清理
干净，将很快长大并再次堵塞输尿
管。于是，她再次上阵，直到半小时
后结石完全打碎并清除干净才结束
手术。

暖心的一幕恰好被一旁的护士张
芳拍摄下来，“长时间跪地，又要保持
同一个姿势，膝盖和手腕肯定麻了，看
她闭着眼睛咬牙坚持真心不容易，我
就顺手拍了几张照片，没想到在朋友
圈火了。”

1997年出生的顾奕波来到常州
一院工作已有5个年头了，平时工作
踏实努力，兢兢业业。此次意外“走
红”网络，她表现很淡然，“这次手术如
果完不成，患者有可能要经历二次麻
醉手术甚至开放手术，对他而言，无论
是身体、心灵都要承受更大的代价，我
想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只要患者需
要，我必定全力以赴，这也是白衣天使
的职责和使命。”

常州一院“95后”护士主动请战

跪托半个多小时，保碎石手术成功

“白衣天使”顾奕波 顾奕波跪地救治

本报讯（李青 周欢欢） 2月7日，
鹅毛大雪中，蓝色的献血车开进了武
进区湟里镇。尽管天寒地冻、呼气成
霜，仍有不少居民登车挽袖献出热血。

春节前市中心血站向全市发送8
万条短信，呼吁市民参加献血，家住
湟里的张丹（右二）一直想要参加献
血，这次献血车开到了家门口，她第
一时间冒雪前来献血。今天是她第

二次参加献血，捐献了 400 毫升血
液。黄一芳（右一）3500 毫升，这是
她第九次献血。

屠振恒（左一）已经捐献4次血液，
共1500毫升，今天因未到献血时间，她
就陪着女儿梅婷（左二）来献血。梅婷
是第二次献血，今日捐献了400毫升。

雪下个不停，热血也温暖着龙城
的冬天。

冰雪不挡热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