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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之窗

□本报通讯员 杜蘅

“我要说声谢谢您，在我生命中的
每一天。”能成为一个人刻骨铭心牵挂
的对象，除了爱人还有谁？对刘先生
来说，市肿瘤医院放疗科主任卢绪菁
以及他的医护团队就是他想要每天说

一声谢谢的人。
今年56岁的刘先生，本是一名健

身达人。2020年12月初，他在一次锻
炼过后出现腰部疼痛，以为是锻炼过度
导致的肌肉拉伤，就买了点膏药贴着，
又自己吃点止痛药。可他停止锻炼休
养了将近一个月，腰痛却没有缓解，反
而痛得直不起腰来，这才意识到情况不
对劲。2021年1月5日，他在家人的陪
伴下来到市肿瘤医院就诊，找到了自己
腰痛的原因：竟然是腰椎上有一个肿瘤
转移病灶。医院循着蛛丝马迹最后发
现刘先生是前列腺癌骨转移，已经是晚
期了。

这个诊断对刘先生来说是一道
“惊天霹雳”，曾经的健身达人变得萎
靡不振，出行只能靠轮椅。医院放疗
科主任卢绪菁却没有放弃，他根据刘
先生的病情定制了激素治疗+放射治
疗的综合治疗的方案。

“听到这个诊断，我的心情瞬间跌
入谷底，完全看不到希望。刚开始那
几天，我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卢主任一直劝我，告诉我前
列腺癌属于懒癌，骨转移灶可以通
过照光来治疗，说我一定可以站起
来的。”

“卢主任还请了医院神经内科徐
雪芬主任来给我会诊，在她的心理疏
导和药物支持下，在住院的第三天，我

终于能睡上3个小时了！”
“是卢主任给我画的定位，第一次

照光也是他送我进机房的，当时，我坐
在轮椅上，腰痛得让我无法顾及周边
环境。我是后来发现医院机房的墙上
还画了蓝天白云。我一个人躺在治疗
床上，看着墙壁上的蓝天白云，感觉没
有那么害怕了。”

“大概是照了三个光，我感觉我的
腰痛明显好转，照第七个光的时候，我
就尝试着自己走进机房。”

“我已经恢复锻炼了，但是还不能
负重！这是卢主任叮嘱我的，可是，每
次进健身房，特别想‘撸’一把铁。”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刘先生
住院治疗期间，他的妻子意外发现自
己左乳也有一个肿块，刘先生刚刚树
立起来的信心瞬间崩塌。卢绪菁发

现刘先生的情绪不对，经询问得知情
况后，立即帮忙联系乳腺外科的专家
会诊。所幸的是，刘先生妻子的乳房
肿块是良性的，手术切除后只要定期
观察。

“住院期间，我听到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肿瘤也是慢性病，就跟高血
压、糖尿病一样，只要定期复查，按时
服药就行。”

“这话，卢主任说过，我的床位护
士也说过，我好几个病友也说过。”

“我住院治疗过好几次，认识了好
几个病友，他们有的是肺癌，也有是鼻
咽癌的，食管癌的，他们都有了五六
年，甚至七八年的抗癌经历，最长的一
位也将近10年了！”

“现在，我也是这样跟周边朋友
说，肿瘤就是慢性病，不用怕！”

我要说声谢谢您，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本报讯（越声） 近日，记者从常
州北极星口腔连锁获悉，其研发的
医用口腔镜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专利号：
202120296980.X）。

据了解，北极星口腔连锁在传统口
腔镜的基础上研制创造出了这种新型医
用口腔镜，以更舒适更专业的设备功能，
帮助医师进行诊断操作，给顾客更优质

的口腔诊疗体验。这种口腔镜突破传统
设计，可以任意调节镜片的观察角度，帮
助医生获得更好的观察效果，同时长度
也可以随意调节，扩大适用人群范围。

此次专利权的获得，是北极星口腔
在开展数字医疗中不断探索、积极思考
获得的重要成果，有效提升了技术创新
活力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为口腔诊疗
服务起到技术支撑。

北极星口腔获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

生命体征是机体活动状态的客观
反应，以往将呼吸、体温、脉搏、血压统
称为人体四大生命体征，可你知道“疼
痛是第五大生命体征”的说法吗？

疼痛是一种与组织损伤或潜在组
织损伤相关的感觉、情感、认知和社会
维度的痛苦体验，是患者的主观感受，
准确的疼痛描述是医务人员对患者疼
痛情况做出精准诊断的前提。在国内
就诊的每3个门诊病人中，就有两个
伴有各种疼痛病症或症状。然而，疼
痛感受的个体差异本来就大，疼痛的
性质、程度及发作规律又多种多样，要
求无医学背景的患者准确全面地描述
自己的疼痛情况实属困难。痛要怎么
说出口？今天疼痛科医生来教你。

哪里疼

按解剖部位，疼痛可分为：头痛、
颌面痛、颈项痛、肢体痛、胸痛、腹痛、
腰背痛、肛门会阴痛等。然而，在描述
疼痛部位的时候还要加上左右、内外
等确切分区。例如，胸痛的时候，要区
分是胸部左边还是右边疼痛，是心前
区还是胸骨旁疼痛等；腹痛的时候，要
区分是腹上部还是下部疼痛，是腹壁
表面还是肚子里面痛等，要把确切部
位表述清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疼
痛都能准确定位，如内脏痛。还有全
身很多地方都痛，到底哪儿痛又讲不
清，像这种情况，我们就称其为全身性
疼痛。

怎么个疼法

疼痛是一种痛苦体验，然而这种
痛苦却各不相同，有的表现为酸胀痛，
有的表现为痉挛样痛，还有针刺样、刀
割样、闪电样、火烧样、撕裂样、紧箍
样、麻木痛等。更有甚者，同时表现出
两种及以上的疼痛。我们把各种各样
的疼痛表现形式统称为疼痛的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疾病所对应

的疼痛性质是不一样的。例如，面部
电击样疼痛为三叉神经痛的典型表
现，针刺样疼痛为带状疱疹性神经痛
的典型疼痛形式。所以准确描述疼痛
的性质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
要意义。

到底有多疼

疼痛是一种自我感受，所以没办
法像血压、心率一样进行测量，到底有
多疼，只有患者自己清楚。那么，将患
者疼痛的程度以某种量化形式准确传
递给医生，对于医生制定恰当的治疗
方案至关重要。经过多年发展，目前
医学领域已经发明出很多评估疼痛程
度的方法，其中最常用的是疼痛数字
评分（Numerical Rating Scale，NRS）、
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语言评价量表（Verbal Rating
Scale，VRS）以及Wong-Baker 面部
表情量表等。

1、疼痛数字评分（NRS）：用从0

到10的数字表示不同程度的疼痛，0
为无痛，10为最剧烈疼痛。0：无痛；
1～3：轻度疼痛；4～6：中度疼痛；7～
10：重度疼痛。

2、视觉模拟评分法（VAS）：用一
个背面有刻度的直尺或画一条横线
(一般长为10cm)，一端代表无痛，另一
端代表最剧烈疼痛。患者自己在线上
画一交叉线，代表其疼痛程度。此点
与无痛端的距离称为疼痛分数。

3、疼痛语言评价量表（VRS）：采
用无痛、轻度疼痛、中度疼痛、重度疼
痛等词语来表达疼痛程度，让病人根
据自身感受说出目前疼痛的程度。这
种方法病人容易理解，也比较好表达，
沟通方便，同时满足了患者的心理需
求。但这种方法不适合于语言表达障
碍患者。通常的方法是将疼痛划分为
4级：

0级：无疼痛；Ⅰ级（轻度）：有疼痛
但可忍受，生活正常，睡眠无干扰；Ⅱ
级（中度）：疼痛明显，不能忍受，要求

服用镇痛药物，睡眠受干扰；Ⅲ级（重
度）：疼痛剧烈，不能忍受，需用镇痛药
物，睡眠受严重干扰可伴自主神经紊
乱或被动体位。

4、Wong-Baker面部表情量表：
对婴儿或无法交流的病人用前述方法
进行疼痛评估可能比较困难，这时可
通过画有不同面部表情的图画评分法
来进行评估。

疼痛的其他特点和伴随症状

除了上面关于疼痛描述比较有特
征性的几个方面，像其他症状一样，全
面描述疼痛还需准确表述以下情况：

①疼痛发作时长和频率：首次出
现这种疼痛是什么时候？这次疼痛已
经持续多长时间？要知道疼痛反复发
作超过3个月就属于慢性疼痛，那是
一种疾病；如果是间断发作，多长时间
发作一次？每次持续多长时间？

②疼痛发作的规律：是白天疼还
是夜里疼？是活动时疼还是静息下
疼？是空腹疼还是进食后疼？

③疼痛发作的诱因和加重缓解因
素：疼痛发生前有没有外伤、搬重物、
剧烈运动等；吃饭、说话、弯腰、行走等
因素是否会加重疼痛；休息、特殊体位
是否可以缓解疼痛。

④疼痛发作的伴随症状：除了原
发部位疼痛，还有没有其他部位的不
舒服？这个不舒服和原发部位疼痛发
作有没有关联性，如腰痛的时候是否
伴有腿疼，头痛的时候有没有发热、呕
吐？

⑤疼痛部位是否伴有异感：如蚁
行感、虫爬感、痒感、麻木感等。

⑥是否存在痛觉超敏（触诱发痛）
现象：如轻微地接触皮肤、床单或衣物
轻触、风吹、震动等均可诱发疼痛。

现在你学会怎么去准确表达你的
痛了吗？

来源：《健康报》

“啊”“哎呦”“啊呀”……

痛到底要怎么说出口？

□本报通讯员 卫监

为做好货车司机、工作人员等重
点人群管控工作，降低疫情传播扩散
风险。根据常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工作要求和市卫健委部署，近
日，常州市卫生监督所联合市疾控中
心对全市56家货车司乘人员“健康驿
站”开展督查。

督查组认真对照《关于印发常州
市货车司乘人员“健康驿站”管理工
作指引的通知》（常疫指综发[2022]11
号）文件要求，对货车司乘人员“健康
驿站”设置、管理、运行、保障等环节
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并现
场进行了指导。下一步，督查组将适
时组织“回头看”，督促各辖市区落实
问题整改，保障货车司乘人员“健康
驿站”规范、有序运行，全力打赢防疫
攻坚战。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开展
货车司乘人员“健康驿站”督查

医线传真

前列腺癌是前列腺发生的恶
性肿瘤，近年来，我国前列腺癌发
病率呈上升趋势。最新全国癌症
报告显示，2000 年—2016 年，前列
腺癌占男性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
趋势的首位。前列腺癌是一种生
长非常缓慢的癌症，早期症状不明
显，建议年过 50 的中老年男人每

年进行一次前列腺癌的筛查，对于
有家族史者提前至 45 岁。目前常
用的筛查方法包括直肠指诊、前列
腺特异性抗原检查、经直肠超声检
查、前列腺 MRI 检查、TRUS 引导
下经直肠前列腺穿刺活检等，其中
直肠指检、PSA 检查是最常用和最
基础的筛查方法。

我们都知道，洗牙的工具是超声
波洁牙机。而超声波式电动牙刷也带
有“超声波”字样，但两者是有区别的。

虽然超声波式电动牙刷的工作频
率（20kHz～10MHz）并不低，但与超声
波洁牙机相比，超声波式电动牙刷作
用于牙菌斑的超声波强度显著降低。
和其他类型的牙刷一样，超声波式电
动牙刷虽然清洁牙菌斑没问题，但不
能去除牙结石，因此并不能与洁牙机

相提并论。
虽然老话说“手巧不如家什妙”，

但在刷牙这个问题上，技术还是第一
位的。再好的牙刷，它的能力也是有
限的。过度依赖牙刷，而不主动掌握
必要的刷牙技术，其实是本末倒置。
与其花费大力气研究哪款电动牙刷清
洁力度高，不如认认真真学习一下，怎
么刷牙才能实现高效清洁。

来源：网易

三大关于电动牙刷的认知误区
别被坑！

你用电动牙刷吗？许多人认为，电动牙刷比普通牙刷清洁度更
高，使用上更省力。但事实上人们对电动牙刷的认识，多源于想象，
并无科学依据。以下这些电动牙刷的认知误区，你中招了吗？

误解一：电动牙刷一定比普通牙刷更省力

很多人之所以倾向于选择电动牙
刷，多是因为看中了电动牙刷省力的
优势。然而，电动牙刷就等同于“不费
力”刷牙吗？

电动牙刷费不费力，与其刷毛的

运动形式有关。目前认为，使用旋转
震荡式（钟摆式旋转）的牙刷的确会
轻松一些，但使用声波式电动牙刷，
其使用方法和普通牙刷并没有太大
区别。

误解二：电动牙刷一定比普通牙刷刷得更干净

电动牙刷的清洁效率的确比普通
牙刷更高，但这主要体现在对牙齿暴
露部位进行清洁的环节。对牙齿隐蔽
部位而言，无论电动牙刷还是普通牙
刷，都需要适宜的刷牙技术支撑才能
实现彻底清洁。

这里推荐大家采用巴氏刷牙法：
1、先将刷头放于后牙牙齿与牙龈

交界处，刷毛与牙齿大约呈45°，轻微
加压，前后水平颤动10次左右，然后将
牙刷向牙面转动，上下拂刷。

2、按照上述方法，每次颤动刷2-3

颗牙，刷牙范围应有重叠。
3、刷上前牙舌面时，将刷毛竖放

在牙面上，使前部刷毛接触牙龈边缘，
自上而下拂刷。刷下前牙舌面时，自
下而上拂刷。

4、刷牙齿的咬合面时，刷毛指向
咬合面，稍用力作前后短距离来回刷。

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声波式电动
牙刷去除牙菌斑的能力并不优于普通
牙刷。只有旋转震荡式电动牙刷在清
除牙菌斑和减轻牙龈炎方面，比普通
牙刷效果更好。

误解三：超声波式电动牙刷可与洁牙机媲美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家长热衷于
购买打上“儿童”标签的食品，推动

“儿童食品”种类越来越多、市场越来
越大。多位业内专家指出，目前我国
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儿童食品”分类，

“儿童食品”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与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更像是一种营销
手段。专家建议，“儿童食品”应和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以及儿童药品一样
建立科学的标准化认证制度，切实满

足儿童阶段的身体、骨骼、大脑等生
长发育的特殊需求。（4 月 18 日《法治
日报》）

“儿童食品”虽非法定分类，但这
个概念的出现有其合理性。服装有成
衣和童装之分，药品有成人版和儿童
版之别；奶粉针对儿童的不同年龄段，
还有不同的段位。既然如此，针对儿
童推出专属食品，看上去也理所应
当。并且，儿童处于身体发育的旺盛

期，对营养成分有不同于大人的要求，
对问题食品也更为敏感，让“儿童食
品”成为一种类别，并赋予其更高的标
准与要求，这样做既科学又契合社会
期待。

当前，打着“儿童”标签的食品十
分常见，不仅充满了食品货架，而且
有不少超市还专设“儿童食品”专
柜。“儿童食品”的市场普及率越来越
高，这首先与商家生造概念、借机营
销等因素有关。但商家营销也并非
空穴来风，民众更加重视儿童食品安
全、愿意为孩子的健康承担更大的食
品开支，这种普遍存在的消费心理，
是推动“儿童食品”走红市场的原动
力。再加上社会对于儿童有特殊关
爱，认为“儿童食品”优于普通食品，
也不是不能理解。

不管是否愿意，“儿童食品”已
经成为客观存在，并且不仅存在于
货架上，而且还存在于消费者的头
脑中。“儿童食品”是一块难以割舍
的市场蛋糕，商家当然不愿拱手相
让，在标准与规范缺乏的背景下，商
家只能自行其是，不仅自定标准，而
且还将解释权掌握在手中。这样就
会出现质量参差不齐等现象，一旦

出现质量与安全问题，还没有专门
的标准来明确它差在哪里、该如何
改进，对“儿童食品”的监督也容易
成为一本糊涂账。

与“儿童食品”有关的一些乱象存
在已久，除了因为商家不当营销和刻
意炒作之外，没有纳入分类、定性不
清、标准缺失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2020年5月，中国副食流通协会发布
国内首个关于“儿童零食”的标准——
《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团体标准，要求
儿童零食不能含有反式脂肪酸，要做
到少添加糖盐油。然而，目前类似的
标准很少，而且也不具有强制性，难以
对包括儿童零食在内的儿童食品进行
有效规范。

有关部门应尽快明确儿童食品的
专门分类，制定相应法规、推出行业标
准和监督办法，按年龄段对儿童食品
原料要求、营养成分、食品添加剂等提
出具体要求，变商家说了算为法规和
标准说了算，让儿童食品真正名副其
实，能够满足儿童不同阶段生长发育
的需要，也让“儿童食品”不再成为一
个噱头，而是真正成为促进儿童健康
成长的理想食品。

来源：《北京青年报》

约定俗成的“儿童食品”亟待后置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