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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病

武中苑风采

专家简介

□本报通讯员 二宣

医学影像学，如同医生的另一双
眼睛，探查人体内部的秘密，发现微小
病灶，帮助医生及早诊断、精准治疗。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影
像检查的手段也越来越全面、精确，这
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福音。然而，老
百姓对影像检查的需求日益增多，医
院专业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短时间内
很难跟上，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
患者来院预约检查等待时间过长。

例如，阳湖院区肝胆外科的患者
需要做“上腹部磁共振平扫+增强+磁
共振胆管成像（MRCP）”这几个检查
项目，以前预约大约需要2周；城中院
区乳腺外科的患者做“乳腺磁共振增

强”则需提前3周预约。
面对患者的不满和临床医生的需

求，市二院影像科的医生们群策群力，
在现有的条件下克服困难、优化流程，
从六大方面极大限度地提高服务能力。

一

前期设备不够，检查时间来凑。影
像科工作人员主动压缩自己的休息时
间，增加了中午、晚间和周末的班次。
以往预约时间较长的磁共振检查从早
八点到晚十点不停歇，服务能力从120
人次/日增加到180次人/日。CT检查
总量从以前最高峰800人次/日，到现
在最低800人次/日，疫情期间最高曾
达到1500人次。科室还会根据当日患
者情况和预约中心情况进行弹性排班。

二

针对某些病种临床需求较多、反馈等
待时间较长的项目，影像科开设相关专场

检查，每天额外增加预约名额。例如之前
提到的肝胆外科患者的检查预约时间从2
周缩减到5天。需提前三周预约的“乳腺
磁共振增强”，现在只需3-5天即可完成。

三

为进一步缩短预约时间，影像科
从检查部位入手，不断优化及测算预
约时间段对检查的影响，例如同样检
查部位同一时间段预约，减少更换配
套机架及线圈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四

对于创伤中心的急诊患者、影像
科制定动态调整流程，及时安排创伤
中心三维重建。对于卒中中心、胸痛
中心的急诊患者，影像科设有专项绿
色通道，最大程度地保障患者安全。

五

对于在医联体单位就诊的患者，建

议其在当地医院完成常规影像学检查，
由市二院医生利用云影像平台读片出报
告。这既节约了患者的来回奔波时间，
也避免了来大医院拥堵等候。当然，这
大大增加了影像科医生的工作量。据了
解，科室云诊断工作量已经从100人次/
日，增加到200-250人次/日。

六

近几年，医院加大影像科的设备
投入，增加了GE256 排 CT、GE3.0T
磁共振等，同时不断储备医学影像人
才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患者需求。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市二
院做常规影像学检查基本做到了门急
诊患者当日来当日做，住院患者16:30
前完成检查。CT平扫当天完成，增强
检查隔天完成；磁共振平扫2天完成，
不同部位的增强检查3-5天内完成。
有“查癌神器”之称的PET/CT预约时
间也只需2天。

市二院影像学检查，让您不再久等

□本报通讯员 七轩

“太谢谢宁主任了，终于治好了
我的腰痛。”今年40岁的潘先生是一
家工厂的工人，每天需要进行长时间
的体力劳动，平时就落下腰部疼痛的
毛病。两个多月前，他在工作时因姿
势不正确弯腰时突然感到腰部和下
肢疼痛，但当时疼痛还能忍受，他并
未充分重视，仍然照常生活。过了几
天后他的症状逐步加重，走路时因为
腰痛并臀部放射性疼痛只能跛行。
在疼痛难忍的情况下，他来到了市七
院骨科就诊。

经过腰椎CT及MRI检查，潘先生
被证实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其中腰4/
5、腰5/骶1椎间盘突出明显，尤其是腰

5/骶1椎间盘突出明显且合并钙化。
办理住院后，经过骨科系统检查

及术前讨论，决定采取手术摘除突出
髓核。为减少患者腰背创伤，尽可能
术后能恢复体力劳动，选择镜下微创
的手术方式是理想的手术方式。

“面对腰椎间盘突出症，传统的手
术治疗需要经后路腰背部切口，进行
部分椎板和关节突关节切除，这样的
传统手术方式开放伤口较大，对背部
肌肉剥离，损伤也较大，术后患者需要
长时间躺在床上不能活动，后期存在
腰背部无力，腰部疼痛等后遗症，恢复
起来也较为缓慢。”骨科副主任宁明亮
说，近两年引入国内一种全新的微创
技术即UBE技术（单侧双通道内镜技
术），这种技术采用双通道，和关节、腹
腔镜手术一样，采用一侧观察一侧操
作，增加了观察视野，操作也更加方便
安全，还可以采用常规手术器械，尤其
是针对需要减压融合的病人较单椎间

孔镜优势更大。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骨科团队

利用UBE技术对潘先生进行了腰4/
5、腰5/骶1两个节段的腰椎间盘突出
髓核摘除，背部仅留有三处各一厘米
的小切口，局部的骨骼去除几毫米宽，
对肌肉组织损伤也很小。术后第二

天，潘先生即感到臀部放射痛消失了，
腰背疼痛明显缓解，在佩戴腰围下即
可自行下床活动。经过几天观察治
疗，患者顺利出院，为保证长期疗效，
减少复发，患者还需要一个月左右的
休息，让髓核突出部位破裂的纤维环
口充分修复。

腰椎间盘突出痛到不能行走

骨科新技术让患者快速康复

□本报通讯员 曹艳 王舒妤

胰腺癌是消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
之一，恶性程度高，进展快，发病率和
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据世界顶级医
学期刊《柳叶刀》记载，胰腺癌确诊后
的5年生存率仅为10%，是预后最差
的恶性肿瘤之一。

对于胰腺癌的治疗，进行胰腺穿
刺活检至关重要。通过对病灶直接穿
刺、摄取病变组织标本，送病理检测、
免疫检测、基因检测等，能够明确肿瘤
诊断，并为后续的精准治疗提供依
据。但临床上，胰腺穿刺活检手术的
难度非常大。胰腺处在腹腔深部，前
有胃肠道，后有脊柱、大血管和肾脏，
左有脾脏，右有肝脏、胆囊，且胰腺血
供丰富，周围血管纵横交错。在穿刺
过程中极易伤及“左邻右舍”，发生胰
瘘、肠瘘、胆管损伤、出血、感染等并发
症。因此，经皮胰腺穿刺技术是一项
门槛极高的临床诊疗技术，尤其是胰

腺内小病灶的穿刺活检更为困难。
近日，一名66岁的陈先生因上腹

部不适，前往武进中医医院就诊，CT检
查发现胰腺尾部有大小约2.2×2.8CM
的肿瘤，伴有肝脏多发小转移灶。此前
他已在多家医院求诊，但一直未进行胰
腺穿刺活检，无法获得病理诊断，没有
得到针对性的治疗。血液肿瘤科接诊
后，考虑胰腺癌伴肝转移，立即与介入
科团队取得联系。鉴于陈先生的病情，
介入科团队在与家属说明胰腺活检的
难度和风险后，决定立即实施经皮胰腺
穿刺活检术。

手术由介入团队主任医师黄优
华、副主任医师吴予等主导完成，采用
套管针步进技术，在CT扫描后，首先
确定穿刺点，进行局部麻醉，用尖头锐
针穿刺进入腹腔。再将尖头锐针换成
不会对脏器、血管产生伤害的圆头钝
针，按照CT扫描图像的预设方向，逐
步抵近胰腺病灶。然后换成尖头锐针
穿刺进入病灶预定位置，用活检枪取
出3条1.3mm长的胰腺病变组织条。
为防止发生胰瘘和出血，用明胶海绵
条对穿刺道进行栓塞。术后CT扫描
复查，胰腺病灶及穿刺通道周围均未

发现出血，也没有腹腔游离气体等胃
肠道穿孔症状，经皮胰腺穿刺活检术
圆满完成。经病理检验明确诊断为胰
腺导管腺癌，同时取得了免疫和基因
检测结果，为陈先生的后续治疗提供
了更有针对性、更精准的依据。

黄优华介绍，经皮胰腺穿刺活检
术是医院开展肺、肝、肾、淋巴结、纵隔
肿瘤、软组织、骨骼等脏器、病灶穿刺
活检术的一部分。穿刺活检是明确诊
断病灶最直接的微创性手术，能够取
得最有说服力的病理报告，从而对症
治疗，尤其能为肿瘤的精准治疗提供

可靠依据。CT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
术，具有快速、安全、创伤小、痛苦小、
费用少、定位精确、检出率高、并发症
少等优点，诊断率高达90％以上，可广
泛应用于全身各部位肿瘤。

胰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人
等到身体出现不适才去做检查，可能
已经到了中晚期，此时进行诊断和治
疗都很困难。专家提醒，早期的胰腺
癌有食欲不振、黄疸、腹痛、体重下降
等表现，广大市民平时应提高健康意
识，注重体检，一旦发现有以上表现要
及时到专科就诊。

武进中医医院介入科成功开展胰腺穿刺活检，为精准治疗提供依据

一“刺”成功，让病变无所遁形

本报讯（陈荣春 刘华联 冯凯）
“谢谢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和护士，手术
后我的病情有明显改善。最近两个月
再没发生过偏瘫，头晕头痛症状也比
以前轻多了……”电话回访中，姚先生
感激万分。据悉，姚先生是常州市首
位接受心腔内超声指引下卵圆孔未闭
介入封堵手术的患者，手术的成功开
展标志着市一院心血管内科在结构性
心脏病的治疗领域迈上新台阶。

今年元旦刚过，62岁的姚先生突然
感觉左手、左脚使不上劲，由于没过多
久就缓解了，便也没放心上。数天后，
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而且反复好几
次。在家人陪同下，他赶紧来到市一院
就诊。结合症状表现和相关检查，神经
内科诊断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然而，
头颅磁共振却并没发现脑血管存在明
显异常和急性脑梗死的表现。超声医
学科副主任医师何英随即开展发泡实
验检查，最终找出“蛛丝马迹”——原来
是姚先生的心脏有“漏洞”！

市一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孙晋
亮介绍，心脏出现“漏洞”的原因很多，
经扇超排除房缺后，在食道心脏超声下
发现心脏存在卵圆孔未闭的现象。卵
圆孔是胎儿时期心脏房间隔上的通道，
一般胎儿出生后1岁左右就会自动闭
合，如果超过3岁仍不闭合，就会留存到
成人。约25%-34%的成人卵圆孔部两
层隔膜未完全融合，中间会遗留一个永
久性的裂缝样缺损。卵圆孔未闭是常
见的先天性心脏病，是不明原因脑梗

死、偏头痛、反复晕厥及不明原因低氧
血症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通过多普勒
超声发泡试验及经食道心脏超声检查
进行确诊，介入封堵术进行治疗。

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杨玲和杨晓
宇立即邀请神经内科、麻醉科和心脏
超声等专家开展多学科诊疗，并对病
情和治疗进行全面评估。由于患者存
在心脏转位、心房扩大且卵圆孔隧道
长、扇超下不能显示等复杂情况，经充
分考虑，专家决定实施心腔内超声指
引下的介入封堵手术。1月27日，心
血管内科孙晋亮、王卫明两位介入专
家站上手术台，在导管室同事的默契
配合下，经过半小时的努力，手术顺利
完成。术后，姚先生第二天早上就可
以下床活动，第三天就顺利出院了。

杨玲表示，心腔内超声目前多用于
复杂心律失常消融手术的指引，通过将
超声探头直接放置于心脏内，心腔内结
构会清晰地呈现在医生视野中，犹如帮
医生加了双“火眼金睛”，可用于结构性
心脏病的介入治疗，使缺损位置、结构
一目了然，可以提高手术成功率，降低
手术风险。“脑”病“心”治，卵圆孔未闭
封堵手术为不明原因发生脑卒中、偏头
痛的患者带来福音，而经心腔内超声引
导介入封堵术则为手术提供了有效的
指引和保障。在院部努力推进医学新
技术的背景下，市一院心血管内科凭借
三甲医院多学科诊疗和科室亚专业的
优势，为各类心血管疾病患者提供更优
质的医疗服务。

卵圆孔未闭可能引发脑梗死、偏头痛、反复晕厥
及不明原因低氧血症

市一院成功开展介入封堵手术

□本报记者 汤怡晨 通讯员 周洁

为了方便老年人接种，常州市武
进区不仅把流动接种车开到了老年人
家门口，还设置了绿色通道，开设老年
人接种专场，打通老年人新冠疫苗接
种“最后一公里”。

流动接种车，开到老人家门口

77岁的谌淑均家住南夏墅街道南
河家园，4月11日下午，她来到家附近
的南河社区居民活动中心。在志愿者
的搀扶下，来到老年人专用通道进行
问询登记，随后在流动接种车上进行
新冠疫苗接种。“现在太方便啦，接种
车开到家门口，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真
关心。”谌奶奶不禁赞叹道。

武进区陆续改装投用5辆疫苗接
种车，按照流动疫苗接种规范要求，租
用纯电动客车，改装车身，每车设置了
5个疫苗接种席位，每张操作台上放有
存放新冠病毒疫苗的冷藏箱、电脑和
扫码器，并配备了移动紫外线消毒设
备。车外，设立登记录入点，接种人员
有序排队、登记、上车完成疫苗接种，
留观30分钟、没有不良反应即可离开。

连日来，流动接种车进村庄、进社
区，已累计接种40余万剂次。

绿色通道，为老人接种提供便捷

“我年纪大了，出门少，不打也没
事？”“我的这些老毛病，是不是禁忌
证？能不能打疫苗？”“我年纪大没有
手机，怎样登记打疫苗”……4月11日
下午，在嘉泽镇卫生院夏溪院区，针对
不少老人对疫苗接种的诸多疑虑，医
院公卫科科长江波正在耐心解释。

当天下午，75岁的丁金凤、82岁的
闵奶奶等4人来到嘉泽镇卫生院夏溪院
区老年人绿色通道进行问询登记，丁金
凤告诉记者：“我们几个都住在夏溪街
上，今天我来打加强针，她们几个在我
的动员下来打第一针。我们老年人也
要响应政府号召，为抗疫做贡献。”

嘉泽镇卫生院专门设立老年人绿

色通道，指派一名医生流调问询，缩短
老年人排队等候时间，还将5号台设置
为老年人专用接种台。“90后”护士邓
敏炜一边娴熟地操作，一边耐心地交
代老人：“回去以后注意休息，多喝水，
不要吃辛辣刺激食物……”

老年人接种专场，服务贴心更暖心

4月8日，牛塘镇开展老年人疫苗
接种专场活动。此前，牛塘镇各村利
用电话询问、微信群通知、上门走访等
方式，对老年人接种情况进行逐一摸
排，通过广泛宣传和科学引导，落实目
标人群摸底，完成信息采集登记，确定
接种重点人群，为大规模接种提供强
有力的信息综合支撑。

当天下午，牛塘镇绿色建筑会展中
心共为近千名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各村积极发动，充
分考虑到老年人出行不便、年老体弱及
路程较远等因素，安排专车接送，志愿
者全程陪护、有序引导进行信息登记，
健康码查验，疫苗接种，留观等工作，最
大程度为他们提供便利，让老人接种疫
苗安心又暖心。在接种现场，接种者中
八九十岁的老人比比皆是。

青云村委书记蒋文清还联系了大
巴车免费接送本村120多位老年人进
行疫苗接种。“村委安排车辆上门接
送，全程都有村干部和志愿者在陪同，
帮我们解决各种问题，我们十分放
心。”接种结束在留观区等候的李大爷
说道。

截至4月12日，武进区累计接种
新冠疫苗313万余剂次，60岁及以上
常住人口首针接种率为71.38%，在常
州市名列前茅。

下一步，武进区将按照“应接尽
接，保障安全”的原则，继续通过精准
通知和积极动员，强化人员、车辆服务
保障，多举措持续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对疫苗接种再宣传、再动员，有
序加快疫苗接种工作，重点推进“老年
针”和“加强针”的接种，切实做到“应
接尽接”“应接快接”。

“流动接种车”+绿色通道+接种专场

打通老年人疫苗接种“最后一公里”

□本报通讯员 钱群华 杨小霞

急诊科是抢救危重病人的前沿阵
地，在这里，随时上演着惊心动魄的生
死急救，也书写着人世间的悲欢离
合。作为本地及周边地区危急重症儿
童的第一道生命防线，常州市儿童医
院急诊科平均每年接诊来自本市及周
边地区患病儿童近15万人次，抢救危
重儿童近千人次，抢救成功率98.2%。

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医务人员夜
以继日，枕戈待旦，而科副主任姚圣连
作为这支队伍的领头羊，始终带领着全
科医护人员，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

儿科又被称为“哑科”，因为生病孩
子无法描述情况，很大程度上需要医生
来判断，这对医生的经验和应急处理能

力要求极高。对此，姚圣连定期带领团
队开展疑难重症病例分析讨论，提升业
务能力。他要求团队医生必须迅速识
别患儿潜在生命危险，准确判断病情的
发展方向，第一时间实施抢救。

球球就是在急诊众多候诊人群中
被姚圣连一眼揪出的孩子。那天，奶
奶带着球球在儿童医院急诊科的座椅
上排队等候，从家里赶来加班的姚圣
连在习惯性地看一眼候诊病人时，发
现球球的呼吸有点费力，靠着奶奶耷
拉着脑袋。姚圣连急忙上前检查：“急
性喉炎，再拖下去有生命危险！快，进
抢救室……”

儿童医院急诊科每年都会救治数
以千例的意外伤害儿童，误服药物、纽
扣、戒指，摔伤、电伤、烫伤、溺水的情
况屡见不鲜。每当收到这样的孩子，
姚圣连的心头总是沉甸甸的。为了帮
助家长和孩子们了解意外伤害的防
护，增强自救自护能力，姚圣连常年带

领团队进行“彩虹伞”儿童安全主题教
育公益行动。多年来，他们利用业余
时间先后与80多个学校及社区对接，
举行公益讲座近200场，举办急救训
练营20余场，宣讲急救技能和心肺复
苏术培训，传播人员超过50000人次。

疫情发生后，面对严峻的防控形
势和家长孩子的健康需求，姚圣连积
极链接科普资源，通过多种网络渠道
及儿童医院自媒体平台等为封控、管

控地区人员录制《封控区、管控区患儿
居家出现症状如何处理？》等科普视
频，帮助他们普及健康知识，预防健康
伤害。儿童医院急诊科也获评第六批
江苏省学雷锋示范点。

从医26年，姚圣连把最美好的年
华留在儿童急诊那一方小小的天地，
将青春和梦想倾注在了儿科急救的前
沿。他说：“我是急诊医生，为了孩子，
我们一直都在。”

——记常州市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姚圣连

为了孩子，我们一直都在

黄优华 武进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介
入科主任医师，从事医学影像与介入医疗
工作近40年，武进医院介入血管科（常州
市重点专科）创始人、原主任和学科带头
人，中国医师协会介入医师分会大血管专
业委员会委员，曾是江苏省医学会介入医
学分会委员，常州市医学会介入医学分会
副主任委员。擅长各类疾病的介入治疗。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周二、周四全天

宁明亮 市七院骨科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江西省创伤救治委员会第一届委员，全国
显微外科论坛协会会员。主持并参与市级课
题各一项，获得市级科技进步奖一项，发表国
家级论文多篇。擅长：脊柱微创、颈、腰椎融合
及髋膝关节置换的手术治疗，在多发性创伤救
治及断肢、断指再植等骨科显微外科手术方面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门诊时间：每周五全天专家门诊

姚圣连 主任医师，急诊
科、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专业擅长：儿童急救，儿
童呼吸系统疾病和儿童慢性
咳嗽，反复呼吸道感染，喘息
性疾病，肺炎，鼻窦炎等。

专家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