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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撷英

青年医生说

武中苑风采

特色专科

本报讯（李青 高生林 陆云鸥）
市二院泌尿外科团队日前成功为一例
重度阴茎勃起功能障碍（ED）患者实施
了国际先进的“阴茎海绵体膨胀性支
撑体植入手术”。这是市二院泌尿外
科完成的第一例，同时也是常州地区
首例阴茎支撑体植入术。

随着环境污染、竞争压力、烟酒不
断、全身性疾病等因素的影响，男性勃
起功能障碍的发病率逐年提高，有资
料显示：中国男性勃起功能障碍患病
率已接近30%，超过半数的患者年龄
在30—50岁，已经成为威胁男性健康，
甚至是威胁家庭幸福的一大隐患。

33岁的杨先生长期患严重勃起功
能障碍，无法性生活，无论是药物治疗
或者是物理治疗均告无效，在几近绝
望的时候，辗转来到市二院泌尿外科
治疗。市二院泌尿外科主任左立组织

相关专家并带领手术团队，为他成功
实施了阴茎支撑体植入术。

手术中经过精准测量、调试，可膨
胀支撑体成功装入了杨先生体内，该手
术仅在阴囊处做一长约3厘米的小切
口，体表看不出任何假体的痕迹。在按
下隐秘部位的开关后，效果立竿见影。
杨先生感慨，没想到，这困扰自己十多
年，给精神和生活带来极大痛楚的“男”
言之隐，约半个小时就解决了。

“该手术适用于重度男性勃起功
能障碍患者，具有不影响患者皮肤感
觉、植入后外观无变化、患者无异物感
等优势。”左立介绍，“支撑体植入阴茎
后，外观自然，通过控制液泵阀，患者
就可以自由控制勃起的时间，真正达
到随心所欲、收放自如。此外，该手术
仍保留阴茎神经及输精管，不影响患
者的体验感及生殖能力。”

常州首例

市二院成功实施阴茎支撑体植入术

本报讯（陈荣春 杨小霞）夏天是
儿童手术的高峰期，在市儿童医院，7
月份仅普外科开展的疝气手术就达
100余例。

家住新北区的3岁女孩茜茜（化
名）最近有个烦恼：半个月前，爸爸妈妈
发现她哭闹以后，在左侧腹部突然凸出
来一个“梨形”肿块，有鸽蛋大小。等茜
茜不再哭闹时，肿块又不见了。为什么
突然有肿块？是什么性质的？要不要
紧？爸爸妈妈忐忑不安地带着她来到
市儿童医院儿外科副主任医师洪亚强
的专家门诊。

洪亚强检查发现，茜茜的左侧腹壁
有一块薄弱的地方，因为哭闹腹腔压力
大，本来应该在肚子里的肠管跑到了薄
弱区，形成了鼓起的一个“包”。他告诉
茜茜爸妈，这是“左侧腹股沟斜疝”，就
是通常说的“小肠气”。

“腹股沟斜疝”会经常发作，需要择
期进行手术将薄弱区修补起来。因为
肠管一直在腹腔中进行功能性蠕动，万
一卡在疝环中，形成“嵌顿”，将会引起
肠管坏死，甚至危及生命。经过商量，

茜茜一家决定趁着夏天，把手术做了。
8月初，经过预约，医护人员为茜

茜完成了脐部单部位腹股沟斜疝修补
手术。手术中，洪亚强修补完左侧的腹
壁薄弱区后，通过腹腔镜，常规检查孩
子的腹腔情况时，发现茜茜的右侧腹壁
竟然也存在薄弱区，形成右侧腹股沟隐
性疝。和孩子爸爸妈妈商量后，他用腹
腔镜将右侧的隐患进行一并修补，避免
孩子二次手术的烦恼。

手术后第三天，茜茜顺利出院了。
考虑是女孩，洪亚强为她选择的是脐部
单部位腹腔镜疝气手术方式，两侧手术
的切口都在隐蔽的脐部，手术后伤口和
脐部融合，没有留下疤痕。

据了解，夏天是儿童手术的高峰
期，一方面是因为暑假期间孩子们摔
伤、车祸、各类骨折等意外伤害高发；另
一方面，家长们也想趁暑假期间解决一
下孩子包皮、疝气、鞘膜积液等择期手
术的需求。每到这个时候，市儿童医院
外科的床位总是供不应求，为此医院推
出腺样体肥大、包皮、取钉等日间手术
门诊，每天的手术量在50例左右。

仅7月份，市儿童医院为百余名儿童解决疝气烦恼

夏季儿童手术迎高峰

□本报记者 陈荣春 通讯员 三院宣

在市三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护师
张丽华是一位心灵手巧的小姐姐，她
经常会把在病房里看到的暖心一幕或
是科普宣教知识手绘成生动形象的图
画。这不，最近病房里来了一位小病
人，她就把孩子从入院到现在的情况
画成了连环画，讲述了一个温暖动人
的小故事。

临近五点快下班的时间，市三院
内分泌科的护士站忽然来了一位小朋
友，大大的眼睛，白皙的皮肤，像个洋
娃娃一般害羞地躲在爸爸的身后。原
来，这是从楼上耳鼻咽喉科转科过来
的一位小患者。

7岁的男孩一一（化名）前几天因
为慢性扁桃体炎来市三院耳鼻咽喉科
进行治疗，谁知住院期间发现孩子的
血糖竟然高得爆表（超过血糖仪能显
示的最高范围33.3mmol/L）。内分泌
科副主任戴荣峰前去会诊后，让孩子
手术之前先转到内分泌科控制好血
糖。得知这一情况的孩子父母非常揪
心，家中并无家族史，哪里知道这么小
的孩子血糖会这么高。办理好相关转
科手续后，孩子爸爸就带着他来到内
分泌科。

经过全面的专科检查，确诊一一
得的是I型糖尿病，需要终身使用胰岛
素治疗。孩子的情况让大家很是心
疼。戴荣峰为一一制订佩戴胰岛素泵
和动态监测血糖的治疗方案，护士进
病房为他打胰岛素和测血糖的时候，
一一非常害怕，每次护士小姐姐都会
先安慰鼓励他一番，动作轻柔迅速地
完成操作，有时还会给他小奖励。大
家都在想办法，怎样让一一尽快适应

医院的环境，让笑容重新回到他可爱
的小脸蛋上。

在内分泌科，医生护士们定期都会
组织线下“糖友会”，将生涩难懂的控糖
知识变为浅显通俗的小科普、小互动，
让广大“糖友”在出院前学会相关知识，
做到科学管控血糖。住院期间，一一随
两个同病房的“糖友”叔叔一起参加讲
座，这次的讲座是教大家如何检查胰岛
素泵和注射胰岛素，对于一个年仅7岁
的孩子来说，这并不容易。

当天的教学由获得糖尿病教育者
资质的内分泌科护士张丽华做现场演
示。她先让两位“糖友”叔叔上台当

“麻豆”做示范，为了吸引一一的注意，
大家没少花心思。张丽华巧妙地把检
查胰岛素泵和注射胰岛素编成了一个
小故事，两位“麻豆”卖力又夸张的“演
技”把大家逗得笑个不停。一一被成
功吸引住了，跃跃欲试地要上去自己
演示。张丽华手把手教他，一步一步
讲给他听，小家伙听得非常认真，教了
两次就做得有模有样了。张丽华告诉
一一，控制血糖就像“打怪兽”，学会监
测血糖和打胰岛素是打败“怪兽”的两
个秘密“武器”，学会后他就可以和两
位叔叔一起战胜“怪兽”了。在大家的
鼓励下，一一不再害怕和抗拒，还经常
挎着胰岛素泵和他的两位“甜蜜”忘年
交到护士站找护士小姐姐玩，已经成
了内分泌科的团宠。

每天午饭后，一一还会跟着护士
小姐姐一起在走廊散步、奔跑或玩耍，
她们欢快的背影，成了病房里一道亮
丽又温馨的风景。有这么多关心他、
爱护他的人陪着他一起战胜疾病，相
信小家伙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健康、越
来越快乐！

——市三院内分泌科手绘达人和7岁男孩的忘年交

画出来的故事

□本报通讯员 一萱

“一体多病”是老年人的常见现象，
特别是患有“三高”等情况的高龄市民，
很可能辗转在医院各个科室就诊。但
96岁的卞大爷前不久在市一院却体验
到了“一站式”解决老年病的妙招。

前一阵子，卞大爷总感觉下肢乏
力，走几步就容易摔倒，家人赶紧带他
到市一院就诊。完善相关检查后，老
年医学科、中西医结合科丁怡主任医
师发现卞大爷存在严重的电解质紊
乱，出现高钾血症、低钠低氯血症。

原来，卞大爷的生活习惯存在误
区：担心自己得“三高”，日常饮食非常
清淡，以米粥、南瓜为主，烧菜也很少
放盐，饭后经常吃橙子、香蕉。而且，
由于卞大爷患有2型糖尿病、高尿酸
血症、前列腺增生、甲状腺功能减退、
腔隙性脑梗死、慢性肾功能不全等多
种疾病，口服药复杂，平时经常存在漏

服、错服情况。
相关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

每年有1/3会发生跌倒，而作为导致
老人疾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跌倒可
导致心理创伤、骨折及软组织损伤等
严重后果，继而影响老年人的心身健
康，增加家庭及社会负担。

“卞大爷属于高龄，存在老年共病
和老年综合征，需要启动老年医学多
学科整合团队诊疗模式，最大程度维
持和恢复他的功能状态。”丁怡介绍。

老年医学多学科整合团队（GIT）
是在传统医学诊治的基础上，以老年
科医师、护师和康复师、营养师、药师
等组成的多学科团队，通过定期对老
年患者疾病与功能状态作出全面评
定，制定贯穿住院期间和出院后、全面
且个体化的老年病治疗新模式。

市一院老年医学多学科整合团队重
点关注老年综合评估结果提示合并跌倒
高风险、躯体活动能力明显下降、焦虑抑
郁谵妄、营养不良、认知功能减退、尿便
失禁、衰弱或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高危
人群，制定全面的多病管理诊疗模式。

针对卞大爷的情况，专业医护团

队综合评估其躯体情况、功能状态、心
理健康等状况，最终评估卞爷爷为跌
倒高危人群，存在衰弱状态、老年共病
及多重用药情况。老年医学科、中西
医结合科医护团队、康复师、营养师、
药师等组成的老年医学多学科整合团
队，为其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

卞大爷的依从性很好，经过3天
的药物治疗、康复训练与健康宣教，他
的症状有了初步改善。两周规范化治
疗后，卞大爷乏力症状明显好转，从入

院前的轮椅代步到如今的拄拐步行，
没有再出现头晕、黑朦、跌倒等情况。

“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
剧，老年患者逐渐增多，老龄患者常具
有多病共存、病程长、恢复慢等特点。
以患者为中心，全面、个体化干预，不断
创新和完善GIT管理模式，探索适合我
国老龄化进程的团队照护模式，从而更
好地为老年患者的健康服务，是我们孜
孜以求的目标。”市一院老年医学科、中
西医结合科主任王智刚表示。

多学科整合团队，“一站式”解决老年病

□本报通讯员 妇幼宣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出身于杏林
世家的庄晶，自小接受父母的言传身教，
怀揣着一个救死扶伤的医学梦，从医学
院校毕业后，就投入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从事妇科肿瘤的工作，转眼已有十余年。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庄晶始终
牢记医学生誓言，对待每一台手术，每
一个门诊病人，始终严谨细微。“医生，
我这个毛病在其他地方看了，也配了
药，但肿块越来越大，也不见好。”临近
下班的时候，王女士（化名）匆匆来到
副主任医师庄晶的妇科门诊。经过沟
通了解到，王女士几个月前发现外阴
肿块，伴随瘙痒，在外院就诊后使用外
阴局部涂抹药膏及清洗后不见好，肿

块越来越大，瘙痒也未减轻，王女士这
才慌了神，来到市妇保院妇科就诊。

经过一系列的妇科检查后，庄晶敏
锐地感觉到这不是普通的外阴病变，判
断可能是外阴癌，遂收治妇瘤二科,进一
步明确检查。对外阴病灶活检后，印证
了庄晶的想法—外阴癌。为了缓解王
女士的紧张情绪，庄晶一边安慰患者，一
边与家属沟通，妇瘤二科的团队协作，制
定详尽的手术方案。完善术前准备，实
施了外阴广泛性切除术+腹股沟淋巴结
清扫术。手术非常顺利，但外阴癌术后，
伤口的恢复也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合
并有糖尿病的患者。早晚两遍查房，认
真检查王女士的伤口恢复情况，及时清
洁换药，成了庄晶的日常。最后患者恢
复良好，顺利出院，并定期随访。

行医路上，需要的不仅仅是仁术，更
要有仁心。庄晶深知作为医者要考虑的
就是为病人减轻痛苦，这痛苦不仅来自
疾病本身，更来自疾病对患者心理的折

磨。庄晶表示：“医生的温度，是从一颗
心到另一颗心的距离。”做妇科检查时动
作的轻柔，触摸腹部时搓热的双手，做手
术前对患者说一句不要紧张，放松点，一
个眼神一个动作，可能对于正处于绝望
之中的患者就是一次莫大的精神支撑。

“正是因为庄医生耐心细致，安抚了我的
情绪，让我有信心与疾病作斗争。”这是
一个年轻的宫颈癌患者，由于各种顾虑
拒绝治疗。作为床位医生，庄晶除了一
遍遍跟她解释说明，帮她分析不同的治
疗方式对她日后生活的影响，更从一名
女性朋友的角度耐心开导、安慰。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一向是
肿瘤防控的主要预防手段。因此在工
作之余，庄晶积极投身于妇科肿瘤的
宣传防治，通过通俗易懂的图文，普及
妇科肿瘤常识，在多家媒体发表科普
稿件数篇，并积极参加医院的各类公
益活动，为广大女性朋友的健康与美
丽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一颗心到另一颗心，全身心呵护妇科肿瘤患者

□本报通讯员 杜蘅

有人说，重症医学科的大门是生死
门，也是“希望之门”，这里每天都会上
演“生离死别”，对于守候在门外的家属
来说，“无事是最好的消息”。而对于市
肿瘤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陈淑华来
说，让家属看到希望，让患者从“生不如
死”到“早日康复”，是他毕生的追求。

“医人先修身，修身先修德，医者
德为先。”行医19年来，陈淑华把这句
话刻在自己的内心最深处，他是这样
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总说自己只
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医生，没有惊心
动魄，没有感天动地。然而，重症医学
科的医生注定是不平凡的，是敢于向
死神亮剑的医生。

2020年3月的一个晚上11点，在
家休息的陈淑华接到科室值班医生邹

飞的电话：“陈主任，半小时前，派出所
送来了一个昏迷患者，血压只有54/
32mmHg，我们已经用上了升压药，
血压还在掉……”

陈淑华放下电话，第一时间赶到
医院，立即组织病情评估，滴定患者的
治疗方案。所谓滴定式治疗是指给予
患者治疗措施后，不停地评估、不停地
调整治疗措施、不停地再评估，换句话
说就是守在病人身边，整个过程如同
与死神拔河一般，一点一滴把病人从
死亡线上拽过来。

经过综合分析，陈淑华怀疑患者是
心源性休克和分布性休克引起的混合
型休克，极可能是药物中毒导致的。他
随即联系警方协助排查，同时安排床旁
洗胃、血液净化等对症治疗，经过1个
多小时争分夺秒的抢救，患者的血压终
于止跌回升，3小时后，患者意识转清。

此时，东方已发白，一直守在病人
床边的陈淑华顾不得劳累，连忙询问患
者发病前是否服用了什么药物？患者
看着已经熬红了双眼的陈淑华，过了良

久才开口——他服用了大量硝苯地平，
一种钙通道阻滞剂（CCB）类降压药物。

原来，这位患者与他人有经济纠
纷，在一次争执后，一气之下就吞服了
一把降压药，想要一死了之。幸而有
积累下的丰富经验，陈淑华才能一眼
识别患者休克的原因，并采用“滴定治
疗”的方式梳理思路、找出规律，继而

“守”在床边，监测生命支持系统的各
项指标，随时调整治疗方案，才将患者

从死亡线上一点一点拉了回来。
临床经验有的是从书本上学来的，

有的是患者教的。陈淑华善于学习，也
善于总结临床经验，业余时间积极参加
各级学术会议，更新知识理念，并及时
将所学知识和技能运用于临床实践，不
断提高危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

如今，他的目标是打造有温度的
重症医学科，让更多的危重患者活着，
让更多的患者更好地活着。

“希望之门”的守门员

市一院老年医学科、中西医结合科
是常州市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常州市老
年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常州
市老年病质量控制中心挂靠单位，苏州
大学老年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点。

科室设置床位64张，现有医护人
员44名，其中医生23名，含博士3名、高
级职称专家7位。擅长老年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内分泌系统、心脑血管疾病、
风湿免疫系统等常见病、疑难病的综合
诊治，特别在高龄患者肺部感染、认知

功能障碍、营养不良、骨质疏松症、老年
糖尿病的诊治方面具有特色。

科室开设骨质疏松专家门诊、记忆
障碍专家门诊、老年营养与衰弱专病门
诊等老年特色门诊，对住院患者提供全
人、全队、全家、全程的服务。在老年综
合征（尿失禁、失眠、疼痛、认知功能减
退、便秘）及老年常见疾病诊治方面，通
过综合评估后采取多学科诊疗模式为
患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配合康复训
练、营养支持，达到理想的临床疗效。

庄晶 副主任医师，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
十余年。擅长妇产科常见疾病的诊
断与治疗，对于各种妇科炎症、宫颈
病变、妇科良恶性肿瘤的诊治有较
丰富的临床经验。2020 年获第四
届医院“十佳青年”称号。

专家门诊时间：每周三下午

陈淑华 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市肿瘤医院
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从事重症医学专业十余年。
熟练掌握经皮中心静脉置管、纤维支气管镜肺泡
灌洗、经皮气切等有创操作，擅长多发伤、脓毒症、
多脏衰等危重症综合救治。曾在中华、省市级杂
志发表论文多篇。2020年曾被常州市委宣传部、
常州市文明办、常州市总工会、常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评为常州市“抗疫一线优秀医师”。

□本报通讯员 曹艳 王舒妤

直肠黏膜脱垂，俗称脱肛，指直肠
壁部分或全层向下移位，形成肿物自
肛门脱出，会引起肛门周围皮肤湿疹、
便秘、大便次数增多等问题。严重的
直肠脱垂不常见，但不及时治疗可能
造成大便失禁，肛门周围感染。

孔先生今年30岁，已被脱肛问题
困扰多年。据他回忆，第一次发现脱
肛问题时只有 7 岁，进行了保守治
疗。但时隔十多年，症状再次复发。
患病十年，他也曾在当地医院接受过
注射治疗，但未见好转。近年来，症状
甚至一度加重，脱出次数变多，肿物也
逐渐增大，让他非常忧心。今年，他来
到常州工作，为彻底治疗困扰多年的
脱肛问题，慕名前往武进中医医院肛
肠科就诊。肛肠科副主任中医师张静
燕接诊后，蹲位检查发现孔先生肛门

直肠全层脱出，呈同心圆状，长约
6cm。结合病史、症状等情况，确诊为
直肠黏膜II度脱垂，需要住院接受手
术治疗。

治疗成人直肠脱垂的方法有很多，
最主要的有两种，一是经肛门的直肠黏
膜脱垂切除术，二是经腹部的直肠悬吊
及固定术。肛肠科医护团队予半流质
饮食，辨证施膳，为手术做准备。同时
针对肠镜检查发现的末端回肠炎、直肠
炎的问题，予调节肠道菌群的相关药物
对症治疗。在完善各项检查，排除手术
禁忌症后，肛肠科主任邱允忠带领科室
团队为孔先生进行了直肠脱垂黏膜切
除术、括约肌折叠术，手术十分顺利。
术后，肛肠科护理团队采用中药涂擦、
穴位帖敷等中医操作，帮助孔先生消
炎、止痛、促进恢复。在科室团队的精
心照料下，孔先生很快恢复，一周后康
复出院。

“从中医上看，孔先生平时大便次
数多，质稀不成形，遇冷或进食油腻后
容易出现腹痛、腹泻，这是典型的气虚
下陷症。中气不足、脾失健运，导致清

阳不升、气陷于下，进而出现久泻久
痢、无力升举，致使内脏位置不能维
系，故见气陷、内脏下垂的问题。我们
有针对性地开具健脾益气、升阳举陷
的中药方剂，帮助他调理体质，从根本
上改善问题。”张静燕介绍道。

专家介绍，直肠脱垂初发时肿物较
小，能自行复位，让很多患者抱有脱肛
不治也能自愈的侥幸心理。但随着病
情发展，肿物脱出频繁，体积增大，需用
手才能托回，严重时甚至咳嗽、用力时
都会脱出。反复脱肛还会影响括约肌
肌力，进而影响肛门功能、排便功能。
因此，发现脱肛必须及时接受治疗。早
期可以采用中药辨证论治，缓解减轻出
血、肛门潮湿等症状。当发展至II度以
上时，往往要选择手术才能达到根治。

引起脱肛的原因主要有先天的发
育不良、成人后用力过度排便、久坐、
便秘等。同时，肛提肌和盆底筋膜等
结构的松弛，也会增加患病几率。因
此，婴幼儿、老年人、久坐人群、排便异
常者都是脱肛的高发群体。专家提
醒，预防脱肛问题，首先要改善生活习

惯：避免久坐久站，适当活动；清淡饮
食，忌烟酒，忌食辛辣油腻；进行提肛
锻炼，保持大便通畅及肛门清洁。

武进中医医院肛肠科中西结合治疗直肠黏膜脱垂

反复脱肛应重视

张静燕 肛肠科副主任中医师，
曾在南京市中医院全国肛肠中心及
南京市中医院盆底疾病中心进修。
对治疗肛裂、混合痔、肛周脓肿、肛
瘘、肛门湿疹等肛肠疾病有丰富经
验。擅长诊治慢性便秘、肛门失禁、
肛门直肠痛等肛肠良性疾病。

专家门诊时间：每周三上午

专家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