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2年6月14日 星期二

农历壬寅年五月十六 常州新闻 健 康
责任编辑：沈芸 热线：88066158 E-mail:2472480746@qq.com 组版：周铭垚 校对：薇薇

肿瘤是近年来出现率越来越高的
一个词汇，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妇科肿
瘤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梦魇，随着年龄
的增长，女性罹患肿瘤的风险也愈来
愈大。但其实女性在各年龄层都可能
受到妇科肿瘤的“袭击”，妇科肿瘤不
仅只发生在中老年妇女身上，现阶段
很多肿瘤的发病率已逐渐呈现年轻化
趋势。卵巢癌、宫颈癌、子宫体癌等妇
科肿瘤疾病，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女性
健康道路上的拦路虎。

今年35岁的市民李女士之前长时

间月经失调，近期更是伴有阴道不规则
出血现象，在家人的劝说下来到市妇保
院就诊。妇女保健部部长、妇瘤二科主
任谭青青为李女士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发现其患有子宫内膜癌，不过好在还是
早期。“由于李女士体重超过200斤，属
于重度肥胖人群，这会给手术带来非常
大的难度。”谭青青说，考虑到患者还年
轻，经过周全的准备和与患者及家属充
分的沟通，她决定为患者进行腹腔镜子
宫内膜癌分期手术，这样患者手术创伤
小，术后恢复快，腹部也没有难看的手

术疤痕，既保证了治疗效果，又满足了
患者的爱美之心。“手术很成功，现在患
者定期随访的情况也很好。”

妇女保健部妇瘤科作为医院特色
科室，在著名妇产科专家、全国劳模许
培箴的带领下，临床、科研与教学工作
同步快速发展。谭青青介绍，目前妇女
保健部常规开展各类腹腔镜下妇科恶
性肿瘤根治术，近五年开展270例，近
两年子宫内膜癌手术、宫颈癌手术
90%镜下操作，居于全市首位、全省同
类学科前列。“而使用微创技术在大大

增加了手术的精准度的同时也提升了
创后愈合效果，减少了部分妇科手术患
者曾经需要遭受的心理与生理上的双
重伤害，让女性患者健康和美丽并存。”

同时，科室通过为患者提供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有效提高了妇科恶性
肿瘤患者尤其是年轻患者治疗后的生
活质量，甚至保留她们的生育功能，而
如对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实施术前新
辅助化疗及腔内后装放疗，也大大提
高了患者的术后生存率，有效改善了
患者生活质量。

市妇保院妇女保健部

女性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守护者

王锐 摄

□本报记者 汤怡晨 通讯员 妇幼宣

女性的健康问题，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更关系
到每个家庭。为了满足女性多元化的健康需求，持
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就医体验感与满意度，常州市妇
幼保健院从去年年初起，对医院医疗资源重新进行
了整合，在全市率先成立了妇女保健部、孕产保健
部、儿童保健部和生殖保健部等四大业务部门。新
的妇女保健部包含了普通妇科、妇科肿瘤、妇科内分
泌科、乳腺病科、中医妇科、妇女心理科、妇女康复科
和妇女营养科等8大科室。一年多来，新的妇女保
健部通过自己专业的技术和完善的服务，充分体现
了“以妇女健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及“贯穿妇女
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促进保健与临床相融合，
并在整体发展的基础上，突出妇幼保健的特色和优
势，为全市女性提供了全方位的健康守护。

上周，市民吕女士到市妇幼保健
院妇科就诊，生过宝宝的她，还想要个
二胎，但平日里咳嗽、打喷嚏或大笑时
会漏尿，这些难言之隐让吕女士在生
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更要
命的是性生活不和谐，让她非常苦
恼。无奈之下，吕女士来到市妇保院
妇女康复科就诊。妇女康复科副主任

胡慧文检查后告诉吕女士，其实这些
都是典型的盆底功能障碍。吕女士虽
然已经错过了产后42天的最佳盆底
康复期，但只需要一个小手术就能解
决。经过手术并在胡慧文的指导下，
吕女士进行了3个月的康复治疗，彻
底告别了那些难言之隐。

“我们是常州地区首家专业从事

产后主要器官进行全面康复的诊治中
心。”胡慧文介绍，科室有强大的专家
阵容和雄厚的技术力量，利用多种先
进设备，开展针对性强层次多的产后
康复医疗保健服务。尤其在产后尿失
禁、产后脏器脱垂、产后疼痛、耻骨联
合分离等方面疗效显著。

“压力性尿失禁是盆底功能障碍

的常见症状，长期会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在
诊疗过程中我经常会遇到的一些尿失
禁患者，大都会哭诉自己因尿失禁给
生活带来的种种困扰。”胡慧文说，为
此她们还专门设立了妇女心理科，为
女性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在进行身体
机能恢复的同时进行心理上的康复。

长久以来，“有病才治”是大多数
人根深蒂固的想法。然而，从“摇篮”
到“摇椅”，身处各个年龄段的女性，都
应建立全面的健康意识。在面对自身
情况，特别是涉及女性私密话题时，大
部分女性还是会轻视甚至有意忽视身
体状态，最后导致病程延误，所以提前
进行保健预防，治“未病”成了妇女保
健部一直努力的方向。

今年50岁的刘女士最近几个月一
直失眠，吃安眠药效果都不明显，同时
还伴有潮热、盗汗以及易怒等症状。在

市妇保院妇女保健部更年期门诊检查
后发现，刘女士失眠主要还是因为围绝
经期卵巢功能的衰退，雌激素水平发生
明显下降引起的，在检查确认刘女士没
有激素药物补充治疗的禁忌后，生育技
术科主任顾建东为其进行了激素治
疗。用药一个月后，刘女士每天睡眠质
量大大提升，其他各方面症状也得到了
极大改善。“很多人对激素治疗还存在
很大误区，谈激素色变，其实大可不
必。”顾建东介绍，对于绝经期前后的女
性，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的激素补充治疗

不仅能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还能
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老年
痴呆等疾病的发生。

“围绝经期俗称更年期，是指从卵
巢功能开始衰退到绝经后1年内的时
期。很多女性到了这个时期，自身不一
定重视，也不会来医院就诊，但其实，在
围绝经期，女性会出现多种绝经相关症
状，从而影响生活质量。”顾建东介绍，
除了开设更年期门诊为患者提供个体
化定制诊疗服务外，妇女保健部中医妇
科通过传统中医手段，为亚健康女性进

行调理，恢复她们健康状态，预防一些
妇科疾病的发生；而妇女营养科则通过
为女性定制科学营养摄入计划，健康实
现女性减重、形体塑造方面的需求。

市妇保院妇女保健科是江苏省妇
幼保健重点学科、常州市妇女保健技
术指导中心。除了提供常见妇科病防
治外，还在开展全市范围内的妇女健
康体检、妇女“两癌”筛查，并主动提供
健康教育等服务。仅今年以来，科室
就下基层开展女性健康科普活动16
场，惠及群众16万人次。

微创手术 捍卫女性健康和美丽

治未病 撑起女性健康保护伞

康复治疗 让女性告别难言之隐

本报讯（陈荣春 钱群华）11日上
午，包泽君再次走进常州市中心血站，
捐献2个治疗量的单采血小板。这是
他的第29次鲜血。至此，在6年时间
里，他的累计献血量达全血 5 次共
1700毫升、成分血48个治疗量。

今年30岁的包泽君，是常州市儿
童医院药学部一名“90后”临床药师。
2016年5月25日，正在徐州医科大学
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他刚刚下课，看到
一辆流动献血车缓缓驶入校园，好几
个学生在排队等着上车献血。内心被
触动的包泽君抱着试试的心态，走上
了流动献血车。

测血压、做化验……各项指标都
符合献血标准，包泽君没有迟疑，挽起

袖子，伸出手臂。看着自己的新鲜血
液缓缓注入献血袋，包泽君有种说不
出的自豪感。“一想到我的血可以帮助
到其他人，甚至可能挽救一条生命，我
就觉得很开心。”自此，包泽君踏上了
他的无偿献血之路。

2017 年，包泽君进入常州市儿
童医院工作，全新的环境带给他更多
触动，“工作后接触到很多生病的孩
子，包括一些需要急救或者手术的孩
子，我献血的念头就更坚定了。”
2019 年，包泽君被医院安排去南京
进修。期间，他看到很多患儿由于自
身免疫问题，血小板非常低，只能考
虑输注血小板，免疫冲击治疗。看着
脆弱的小生命，初为人父的包泽君心

中有着说不出的感慨。从那一刻起，
他萌生了为患病的孩子们捐献成分
血的想法。

捐献成分血的操作更复杂，耗时
也更长，所以一直以来捐献成分血人
数较捐献全血的人数少一些，但这些
并没有让包泽君打消献成分血的想
法。然而，正当他准备前往街头流动
献血车之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此时，江苏
省血液中心打来电话告知血库缺血，
他毅然决然走进献血屋，撸起袖子，献
上400毫升全血，省血液中心还为他
送上感谢状。

从那以后，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包
泽君每个月都会献一到两次血小板，

希望通过自身微薄的力量帮助病患，
奉献社会。就在前不久，包泽君还随
队前往上海支援核酸采样工作，5月
26日刚刚恢复正常上班，他就惦记起
坚持了许久的献血。

6年里，包泽君用微薄之力点亮
了50多人的生命之光，他的凡人善
举被国家卫生健康委与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
联合授予2020-2021年度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奖金奖。“只要我的身体条
件允许，我会把无偿献血这件事一直
坚持下去。”朴实的话语背后，是这
个年轻人的一腔热血和对传递正能
量的坚持，他的坚持也为许多人带来
希望。

常州市儿童医院包泽君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90后”药师6年无偿献血29次

本报讯（陈荣春 刘华联 冯凯）
“感谢市一院儿科、新生儿科医护人员
精湛的医术和精心的照护，对孩子就
像自己的宝贝一样，非常暖心，谢谢你
们！”抱着宝宝出院了，许女士感激万
分。原来，就在前不久，这个刚刚出生
没几天的宝宝在这里经历了危急时
刻，得到了暖心守护。

“医生，快来看看我家宝宝，情
况不对……”近日，在市一院儿科、
新生儿科急诊，一位年轻妈妈紧急
呼救。副主任医师黄丽接诊，打开
包被仔细查体，立即意识到宝宝的
病情危急，“孩子精神不佳、呼吸急
促，甚至不用听诊器，用手触摸就
能感受到心脏很明显和快速的剧
烈跳动。”

“宝宝每分钟呼吸次数超过80次，
心率达258次，吸气时胸骨上窝、锁骨
上窝、肋间隙凹陷，出现典型的三凹
征，这都是新生儿危重症表现。”黄丽
表示，正常新生儿的呼吸频率仅40-
45次/分，心率为120-140次/分，“这
预示着宝宝每次呼吸都已经耗尽全
力，再晚些就诊，呼吸衰竭、心力衰竭
……后果不堪设想。”

原来，宝宝出生才仅仅16天，就诊
前几天就开始出现吃奶少、烦躁哭闹
的情况，宝爸宝妈一开始没太在意，直
到这天上午宝宝拒奶，感觉情况不对，
便立即来到市一院就诊。

儿科、新生儿科医护团队迅速开
通绿色急救通道，将孩子收治入病房：
急查心电图、扇超、持续心电监护，为
减轻宝宝的心肺功能负荷，给予高流
量鼻导管吸氧、强心、抗心律失常药物
……经过及时救治，宝宝的情况有所
好转，呼吸逐渐平稳，“三凹征”明显改
善，安静状态下心率维持在120次/分
左右，但不能有些许刺激，否则心动过
速依然会发作。

“新生儿出现异常症状，如果没有
及时就医将导致病情加重。经诊断，
孩子患有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房间隔
缺损、肺炎，病情不容乐观，医护人员
全力做好救治工作，轮流守护、密切关
注。”市一院儿科、新生儿科副主任倪
慧萍说。

15个日日夜夜，儿科、新生儿科
医护人员作为“临时妈妈”上岗，宝宝
啼哭时细心地安抚，用故事机播放故
事、音乐……除了治疗外，“临时妈
妈”们用满满的爱心全力帮助宝宝恢
复健康。

在团队的精心救治、细心照护下，
宝宝终于渡过了最为严重的“心衰关”

“呼吸关”“感染关”，各项身体情况逐
渐好转，并顺利出院。

专家提醒，新生儿疾病表现常常
很不典型，需要爸爸妈妈们细心照料
和观察。专家建议，宝宝一旦出现异
常情况，及时就医。

市一院这群“临时妈妈”日夜守护暖人心

出生16天，心脏狂跳258次/分

读者提问：我的膝关节有关节炎，
虽然知道无法根治，但应该如何进行
保养？

出场专家：市七院骨科主任熊亚林
专家解答：大多数中老年人，会伴

有不同程度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但目
前为止，该病还没有任何方法能彻底根
治。对于公众而言，平时注意保养好膝
关节，能有效地预防膝关节骨关节炎的
发生。

首先是要控制体重。步行时，膝盖
承受的力量是体重的3～6倍。打个比

方，一个体重正常的人提了一袋10公
斤重的米，那么每走一步，他的膝盖受
力增加30～60公斤；如果体重超重10
斤，他在日常生活中，膝盖就像一直扛
着一袋30～60公斤的米。这还只是在
步行状态下，剧烈运动（如跑跳时）承重
就更大了。所以，减轻体重，就能极大
减少对负重关节的负担，降低磨损。医
学上评价是否肥胖最常用的指标，是体
质指数（BMI），BMI=体重（千克）÷身
高的平方（米 2）。BMI≥24 为超重，
BMI≥28为肥胖。

其次是要进行规律合理锻炼。对
关节最健康的运动方案是：运动前热身
10分钟，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强度的

体育锻炼，每周不少于5天。最好的锻
炼方式是骑车、游泳等。骑车时，人体
大部分重量在臀部，膝盖受力小。而游
泳过程中，由于水中有浮力的存在，膝
盖并不会受到额外的压迫。此外，游泳
是全身运动，并不会对某个关节产生过
度的磨损。

第三是要合理补钙。平时可以多
吃含钙比较丰富的绿叶蔬菜花生以及
牛奶等，适当地晒晒太阳来促进维生素
d的合成。膝关节缺少脂肪组织和肌
肉的保护，容易导致热量的散失。当膝
关节受到寒冷刺激时会影响局部的血
液循环，加快衰老，所以要注意局部的
保暖，不能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

膝关节该如何进行保养？
悦 动 悦 健 康

本报讯（李青 孙镇江） 6 月 10
日，市二院和市福利院（常州市爱心护
理院）正式签约，组建成为全市第一对

“医养结合体”。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
向基层倾斜，能够提高养老机构的医
疗水平；同时，养老机构也将分担医院
的护理压力。

据悉，自2011年起，市二院就开始
积极探索医联体建设，至今已和23家
医疗机构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医疗联合
体，主要是将医疗资源向基层卫生院
倾斜。本次和福利院签约，是首次和
养老机构开展合作。

市福利院里住着350多位老人，配
有50名专业医护人员和足够的护理人
员，能够满足基本的常见慢性病治疗。
但是，如果遇到病情比较严重的情况，
还是需要家属带到医院进行治疗。

市福利院护理部主管护师陈洁

说：“老人有情况，医生、护士包括护理
员都要上门查看，定期巡视老人的情
况，比如高血压，经过我们对症处理的
措施以后还是没有缓解，我们就要联
系家属，通知他们转院治疗。”

随着医养结合体的成立，市二院
的专家会定期到护理院开展巡诊，必
要时也会增派专家会诊，免去了老人
奔波就医的麻烦。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建立健全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探索将区域内的
医养结合机构作为医联体合作共建单
位，把二级以上综合性医疗机构的优
质医疗资源辐射到医养结合机构。为
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我市将围绕“532”发展战略，积极
打造“常有健康”“常有颐养”民生名
片，不断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三甲医院提高养老机构医疗水平，后者分担前者护理压力

市二院与市福利院签约

成立常州首家“医养结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