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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知多少

□本报通讯员 武医宣

她是医疗战线的一名共产党员，
主动请缨，从援疆医生到战“疫”先锋；
她是一线核酸采样员，全力以赴，诠释
生命至上；她是武进区援外医疗队队
长，精准关怀，佑护队员的安全，她就
是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产科副主任医
师施萍。一位以专业、仁爱、勇气，铿
锵逆行的白衣战士，每一场硬仗都能
看到她忙碌而坚定的身影。

铿锵逆行，未卸盔甲又上战场

3月13日，常州新一轮的疫情防
控阻击战吹响了集结冲锋的号角，施
萍挺身而出成为医院首批支援社会面
疫情防控的先锋者。她带领队员奔赴
社区、走进工地，披星戴月，连续18天
坚守防控一线，为广大市民提供及时
高效的核酸采样服务，为本地的疫情
防控工作贡献坚实力量。

面对外省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4
月1日凌晨2点，施萍再次“逆行”出征
支援外省。作为党员、具有高级职称、
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及援宁抗疫经
历，施萍在此次援外医疗队中又成了
主力，当选武进区援外医疗队队长，并
担任江苏省援外采样二队党总支组织
委员。

敬业、忠诚、执着是施萍身上鲜明

的标签，但作为母亲，作为女儿，少了
时间陪伴家人，让她有些愧疚。“到国
家需要你的地方去，全力完成好支援
工作。”母亲叮嘱她，“去无惧，归无
恙！”家人的支持使她没有后顾之忧，
安心冲锋陷阵。

来之即战，无惧无悔勇往直前

从快速响应上级指令，支援疫情
防控，从一线核酸采样，到各种信息第
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理协调，疫情
面前，施萍始终以顽强的意志保持“战
时状态”，她的防护服上除了自己的名
字，还多了“武医党员先行”几个闪耀
的字，她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
初心与誓言。

随着支援地疫情防控政策的升
级，当地实施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
的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施萍所在的
区域正是感染风险高、采样任务重的
封控区，临时状况频发，经常需要入户
采样，这不仅是个精细活，还是个体力
活，身为队长的她总是把最大的困难
留给自己，有时凌晨还在对接工作。
她精心组织好每一次“出发”，考虑每
一个细节，发挥每一位队员的特长，进
一步调整分工方案，辅助每一组完成
好任务，力保核酸采样严谨规范，队员
零感染。

尽管工作日程如此紧凑，但施萍
和几位同事依然坚持用休息时间制作
疫情防控相关科普视频，引导市民如
何正确配合鼻咽拭子采样，传递战

“疫”信心。上门采样时，施萍遇到一
个怀孕32周耻骨疼痛的孕妇，因隔离

在家十分焦虑，施萍用产科专业知识
对其进行评估指导，缓解了孕妇的焦
虑情绪。

云端相聚，精准关怀团结奋进

生命至上，不仅仅是百姓的生
命，也包括医护的生命。在抗疫的最
前线，医疗队员们不仅要克服两点一
线封闭管理的精神压力，还要拼尽全
力地进行高强度工作，比高强度工作
更危险的是要面对随时可能被感染
的风险。

施萍一边奔走在抗疫一线，一边
密切关注着队员的身体和精神健康，
每天线上和队员分享、交流，帮助大家

进行情绪与压力的疏导，她总是尽可
能让队员多休息，希望大家以更加饱
满的工作状态投入工作中。

近日，施萍组织武进医疗队78名
队员们在云端相聚，开展以“艺”抗疫
活动，让队员互相展现才艺，鼓励大家
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同为战胜疫情
贡献智慧与力量。队员们也备受鼓
舞，纷纷表示，有了队长的鼓励和支
持，大家更有信心承载使命，更好地砥
砺前行。

逆行的人并非生而强大，只是炙
热的心中有着深深的责任与担当，施
萍以最强实力扛起最重责任，以有力
作为书写优秀答卷。

武进人民医院抗疫医务工作者施萍

微光成炬 医路长行

□本报通讯员 周欢欢

今年1—3月，在我市部分爱心团
体的关心和支持下，3817 人献血

1036970毫升，帮助患者重获新生和
健康。充足而安全的血液供应得以保
障，我们的城市因奉献而温暖！现将
我市一季度团体献血情况公示如下：

1—3月爱心献血光荣榜

□本报通讯员 妇幼宣

产房，是医院里一个普通却又特
殊的地方，它每天都会迎来一个又一
个新的生命，那里蕴藏着产妇和家属
美好的期待，而这期待，也正是助产士
沉甸甸的责任。作为一名助产士，市
妇保院产房副护士长汪晓娟每天穿梭
于待产室与分娩室之间，不仅要听胎
心、测血压、观察产程进展，还要为产
妇疏解不良情绪、协助产妇完成基本
生活护理，有时候甚至她所做的一切
并不能获得处在宫缩痛中的产妇理
解。然而她始终相信，这份爱终究还
是会被送达到每一位产妇的心中。

产房，也被称为24小时的“急诊

室”，准妈妈生产不分时间早晚，花费
的时间长短不一，助产的过程对助产
士的体力和耐力都是极大的考验。汪
晓娟常说：“我们要理解产妇在产程中
面对宫缩时的无助感，高质量用心的
陪伴不仅仅能在产程中给她们情感上
的支持，甚至可以影响到她们的一
生。”记得有一天，她负责导乐的产妇
产程进展缓慢，从进产房到宫口开全
整整用了7个小时，期间，产妇不止一
次地想要放弃，但是她始终温柔、耐心
地指导产妇放松、按摩、调整呼吸，协
助变换不同体位和摇摆骨盆等。产妇
从一开始的警觉和紧张无措，渐渐地
学会了放松身体，慢慢地重拾了信
心。终于，宝宝出生了，当她将宝宝俯
卧在产妇胸口时，她看到产妇的眼睛
里起了一层薄雾，不停地对她说：“谢
谢你，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可能真
的就放弃了……”后来，她和这位妈妈

成为了朋友，每当提起要不要生二胎
的话题时，这位妈妈都会说：“在分娩
时你带给我的勇气和信心远远超出了
我对疼痛的恐惧和对未知的焦虑，是
你让我在分娩中感受到了爱和支持的
力量。”

她用爱心、耐心、责任心、承托着

每一个生命之重！她说：“助产士的大
部分时候是一陪伴者，陪伴准妈妈们
一同走过人生中最特殊的一小段旅
程，帮她们遮蔽乌云。无论过程是顺
利还是艰辛，当听到婴儿的啼哭，看到
产妇的笑容时，再疲惫的身躯也会感
到欣慰，这便是我最大的动力。”

助产士：最接近爱和生命的人

本报讯（李青 陆云鸥 孟瑶） 市
二院日前完成一台难度大、风险高的
内镜下粘膜剥离术（ESD），为一名身
患多种基础疾病的73岁食管恶性肿
瘤患者清除病灶。术后，患者症状明
显改善，无出血及穿孔等并发症，现已
顺利出院。

2021年 10月，居爷爷上腹部和
胸部已经持续痛了3个月，始终不见
缓解，在家属的陪同下到市二院就
诊，经胃镜及组织病理检查确诊为

“食管恶性肿瘤”，必须要进行手术
治疗。但心超检查提示居爷爷主动
脉重度狭窄，这意味着心脏经受不住

手术的创伤，甚至连麻醉评估都不能
通过。

怎么办呢？医院组织心胸外科、
肿瘤科、麻醉等经心胸外科、消化内
科、肿瘤科联合会诊，综合评估后，决
定先为居爷爷行“冠状动脉造影术”及

“主动脉瓣生物膜置换术”，待心脏功
能改善后再行食管癌治疗。

今年4月7日，修养调整后的居爷
爷再次入住消化内科，希望针对食管
癌做进一步治疗。

市二院消化内科主任林敏介绍：
“居爷爷不仅年纪大，而且既往有高
血压、糖尿病、脑梗死、心功能不全等

多系统疾病，长期口服抗凝药物，手
术风险极大。在完善术前常规检查
及胸腹部CT、胃镜等评估病情及病
灶范围后，我们联合肿瘤科、麻醉科、
心胸外科等科室专家再次进行评估
与讨论，为其量身定制了一套诊疗方
案。”与家属沟通好详细的手术方案
及相关预案后，团队成功为居爷爷实
施了食管ESD手术，顺利切除了食管
病变部分。

术后，居爷爷返回病房，接受抑
酸、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食管黏膜
ESD标本病理显示，居爷爷的食管鳞
状细胞癌病灶局限在粘膜内，侧切缘

及基地切缘阴性，血液学各项指标均
正常。

“这一病例充分体现了多学科诊
疗模式（MDT)在食管癌治疗中的显
著优势。”林敏介绍，“所谓MDT，指
由多学科的专家围绕某一病例来进
行讨论，在综合各学科意见的基础
上，为病人制定出最佳的治疗方案。
MDT让以往的由‘单兵作战’诊治肿
瘤，变为‘协同配合’的个体化诊疗模
式，进一步提高了医院的医疗服务质
量。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MDT体系
建设，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专业的
诊疗服务。”

主动脉重度狭窄，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

73岁食管恶性肿瘤患者经手术清除病灶

本报讯（陈荣春 杨小霞） 近段
时间天气忽冷忽热，许多疾病悄悄找
上门。4月以来，市儿童医院小儿外
科连续救治了近10例阑尾炎急性发
作的孩子。

5岁的琳琳（化名）像往常一样吃
完饭在家看动画片，看着看着就开始
喊肚子痛。起初妈妈也没在意，以前
她也经常有喊肚子痛的情况，去年到
医院查过，医生说孩子肠系膜淋巴发
炎，配了点消炎药，吃完就缓解了。后
来，琳琳隔三差五也会喊喊肚子疼，让
妈妈抱抱、揉揉就好了。但这次，妈妈
抱着揉了半天，琳琳却越来越痛。妈
妈摸了摸，居然还有点发烧，这下妈妈
真着急了，连夜带着琳琳来到市儿童
医院。外科值班医生丁志丽检查发
现，孩子腹部压痛反跳痛明显，“有点
像急性阑尾炎？”她怀疑。很快一系列
检查证实了她的判断：腹腔积液明显，
血感染指标超常，急性阑尾炎，需要立
刻手术。

随后，以小儿外科六西病区壮文
军、袁捷主任等为首的外科团队在帮琳
琳母女俩同步进行核酸检测的同时，开
辟绿色通道，完善各项术前准备。当晚
为琳琳进行腹腔镜阑尾切除手术。

“孩子的阑尾已经化脓，要是再拖
延时间造成了穿孔，就会有性命之
忧。”壮文军表示。

相比而言，和琳琳同病房的瑞瑞
（化名）问题就更严重了。

“我家瑞瑞一开始是肚子有点痛，
还高烧到40℃，我们带他在附近医院

挂了水，但还是没用。”瑞瑞妈妈回忆
道，“瑞瑞的肚子痛不仅没缓解还加重
了，我们都吓坏了，晚上赶紧带他来儿
童医院，结果医生说是阑尾炎已经穿
孔了，肠管里面的东西都跑到了肚子
里，引起了腹膜炎。”

所幸手术及时，术后经过抗感染、
放置引流管等治疗，这几个孩子的病
情都稳定下来，陆续出院了。

壮文军提醒家长，季节变换，冷热
交替，在生活方面，家长应注意及时给
孩子增减衣物，适当进行体育锻炼，增
强孩子的抵抗力。在饮食方面，应多
吃新鲜蔬菜和水果，尽量少吃不易消
化的食物。一旦发现孩子腹泻、呕吐、
高烧或是不明原因疼痛，应及早到医
院就诊。

市儿童医院专家提醒：腹痛不可大意

20天救治近10例患阑尾炎儿童

本报讯（赵霅煜 刘华联）“没想
到一碗骨头汤的‘杀伤力’这么厉害，
把我从睡梦中直接痛醒了……”回想
起前一阵晚上发生的场景，23岁的小
张苦不堪言。

最近，小张总是加班，母亲为了帮

他增强体质，每天煲
好各种营养汤。4月
初的一个晚上，小张
喝完一碗浓郁的骨
头汤后，半夜竟被左
脚的一阵阵疼痛惊
醒了。只见左脚第
一个脚趾关节又红
又肿，父母赶紧将他
送到常州一院急诊。

相关检查显示，
小张的血尿酸值接

近 600μmol/l，远 高 于 正 常 值
（420μmol/l），考虑是痛风急性发作，
急诊医生立即进行抗炎、止痛治疗。

“其实早在前几天，左脚指头已经有点
隐隐作痛了，以为就是神经痛，我就没
当回事。我这么年轻，平时烟酒不沾，

也不吃海鲜，怎么会发痛风呢？”经过
一周的药物治疗后，肿痛的关节逐步
好转，如今小张在风湿免疫科门诊进
行规范的降尿酸治疗。

近年来，痛风发病率不断升高，发
病人群越显年轻化。但是依然有不少
市民认识不足，以为只要不吃海鲜、不
喝酒就不会得痛风。

市一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吴敏表
示，痛风是一种常见且复杂的炎性关
节病，各个年龄段均可患病，发病基础
源于高尿酸血症，这是继高血压、高血
脂、糖尿病这“三高”后的“第四高”。
目前，我囯高尿酸血症患者人数已达
1.2亿，痛风患者超过7500万人。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高嘌呤食物
摄入的增加，尤其是含糖饮料的过度
摄入，青少年人群的患病率正逐年增

加。疫情期间，生活方式以静为主，青
少年普遍缺乏运动、作息紊乱，到风湿
免疫科门诊就诊的青少年痛风患者呈
明显增多趋势。

专家指出，高尿酸血症是痛风起病、
发作的根源，人体内的尿酸主要来自于嘌
呤代谢，而海鲜、酒属于高嘌呤食物，容易
诱发痛风，痛风患者应尽量避免。同样，
荤汤浓汁、动物内脏、豆类食物、果糖类饮
品等也属于高嘌呤食物，也需避免。

事实上，人体内的嘌呤只有20%
来自于食物代谢，80%则来自于机体
内部代谢，因此尽管很多痛风患者饮
食控制得很严格，但血尿酸仍持续处
于偏高水平，痛风还是会反复发作。
所以，痛风患者一旦诊断明确，需要在
风湿免疫科门诊规律随诊，坚持长期
服药，维持血尿酸水平的持续达标。

青少年人群痛风患病率逐年增加

睡梦中被痛醒，原因竟是喝了碗骨头汤？
日期

1.4-1.29
1.6
1.17
1.26

2.14-2.18
2.15-2.16

2.15
2.16
2.18
2.22

2.23

2.24

2.25

3.1

3.2

3.3-3.4

3.7

3.10

3.11

3.18-3.25
合计

单位

常州市天宁区
江苏奇峰水上运动俱乐部
常州武进融媒体中心
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究所（市场监管局）
常州武进区卫健局及下属单位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安徽商会
常州市生态环境局
常州市纪委监委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广播电视台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常州市公安局
江苏省广电有限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属港华燃气
常州市水利局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常州市公务员无偿献血活动
中国金茂常州公司
中建四局江苏建投有限公司
中交一公局集团常泰大桥项目部
江苏泰格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华日新材有限公司
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潘家派出所
常州市宏发纵横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人数

1282
9
21
34
378
338
7
22
25
92
104
81
21
115
532
23
33
31
26
470
10
10
16
18
49
11
59

3817

实际献血量
（毫升）
320840
3500
6800
9900

106700
93800
2400
6400
5400
22000
26200
22200
5100
34300
156630
7300
10200
9200
5500

125800
3000
3000
5700
6100
15400
3800
19800

1036970

专家谈病

汪晓娟 主管护师，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产房副护士长，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HB催
眠分娩讲师，江苏省母婴专科护士（助产方
向）在读，常州市五一创新能手，常州市青年
岗位能手，院十佳青年，院优秀护士。从事
产房助产工作近十年，擅长自由体位、无创
分娩、各种分娩镇痛技术。

□本报通讯员 孙欣怡

受新冠疫情影响，不少人选择加
大“囤粮”力度。如何正确储存食物？
一起听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营养
科营养师潘欢怎么说吧。

家庭常见的储存方法有哪些？

家庭常见的储存方式一般分为三
种：低温保藏、化学保藏、干燥脱水。

最常用的是低温保藏，病原菌和
腐败菌多数为嗜温菌，低温下难以生
长繁殖，且食物中原有的酶活性大大
降低，可延缓变质。低温保藏原则是
快速冻结，缓慢解冻，可保持食品的品
质，尤其是生鲜食品。

化学保藏包括盐渍（浓度为10%），
糖渍（浓度为60-65%），需要注意的是
保存条件要密封防潮。

干燥脱水法，可选择日晒或用烤
箱将食物烘干。

任何食物都能放冰箱吗？

不是。热带水果如芒果、香蕉等
在未成熟时不建议放冰箱，会抑制
水果本身乙烯的释放，使水果难以
成熟，而且热带水果对低温比较敏
感，容易被冻伤，导致内部软烂，无
法食用。

开封的咖啡、奶粉、茶叶等干制食
品需密封存放阴凉处；酱类、果脯等腌
渍类食品常温保存即可。

隔夜饭菜还能再吃吗？

蔬菜类隔夜会产生较多的致癌物
亚硝酸盐，肉制品隔夜需要充分加热
后食用。

很多人习惯菜完全变凉后放入冰
箱，但等待变凉的同时也会给细菌提
供足够的机会繁殖，尤其是夏天，有害
菌会在短时间内成倍繁殖，建议在食
物不烫手时即可放进冰箱。

不同类别的食物该如何储存？

果蔬需要分开存放，因为部分水
果释放乙烯，会加快其他果蔬腐败，不
利于保存，建议尽快食用完。

肉类海鲜易带致病菌尤其是李斯
特菌，可在低温下存活很久，一定要密
封保存，尽量在一个月内食用完。

蛋类表面有一层胶状薄膜，能阻
止细菌进入，可用保鲜盒密封后放入
冰箱，一般可保存两周左右。

如何判断食品的新鲜程度？

最简单的方式是以感官来判断，
分为看、闻、触。

看颜色：是否新鲜有光泽；
闻味道：是否有酸臭味；
触手感：表面有无发皱、软化或粘手。

果蔬切掉腐败部分，
剩下的还能吃吗？

不建议食用，果蔬一旦发生腐败，
真菌会在整个果肉内不断繁殖和蔓
延，而且有些腐烂的部分我们肉眼无
法看到，一旦食用可能引发肠道疾病。

专家告诉你“囤粮”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