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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青 杜蘅） 58岁的葛先
生三十多年来天天喝六两白酒，没想
到最后喝出了食管癌，不得不住院手
术治疗。

今年8月，葛先生感到上腹部不
适，且食欲下降明显，便到医院就诊。
经胃镜检查，医生发现其距门齿33厘
米处的食管黏膜发生了癌变，于是将
其转到市肿瘤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患者每天都要喝六两白酒，就这
么喝了三十多年。由于长期喝高浓度
的白酒，他的食管胃黏膜反复损伤、变
性坏死、修复和增生，最终癌变了。”市
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俞建荣说，

“此外，患者还被查出患有酒精性肝
炎、高血压、高尿酸血症等，不仅体内
环境紊乱，心功能也有所下降。”

俞建荣解释，长期大量饮酒不仅
会影响某些维生素特别是B族维生素

的吸收，造成营养不良，还会损伤胃黏
膜、肝肾功能等，甚至诱发某些癌症。

9月16日，医院胸外科医护团队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后，为葛先生进
行了胸腹腔镜下食管癌根治术，术中
切除癌变食管将近15厘米。

“食管癌是发生在食管、来源于食
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食管癌变除
了遗传因素外，大多与生活饮食习惯有
关，如平时喜欢‘趁热吃’、进食时狼吞
虎咽、经常进食粗硬的食物等。另外，
长期吸烟喝酒也是导致食管癌的一个
重要诱因，酒精不是人体必需的物质，
不仅会直接损伤食管黏膜，还有可能导
致某些致癌物质的活化。”俞建荣建议
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饮食
习惯，戒烟限酒，尽量少吃刺激性和过
烫的食物，“如果出现间断性吞咽困难
并逐渐加重，一定要及时就诊排查。”

三十多年来天天六两白酒
男子喝出食管癌

为发挥“中西医结合”特色优势，
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中医药工
作一直走在全市前列。

2021年，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下
发《关于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
馆服务能力等级建设评价工作的通
知》，医院获评五级中医馆。今年4
月，医院重新规划建设中医馆，在五级
标准上进一步提升。

“之前的中医门诊和西医门诊没分
开，虽然中医诊疗区域总面积早已超过
五级中医馆要求≥300平方米的标准，

但中医药服务不够集中规范。”副院长
毛洪介绍，此次通过门诊一体化改造，
将门诊二楼区域全部规划为中医馆，整
合院内所有的中医门诊、中医治疗室和
中药房，新中医馆面积近1000平方米，
设立中医内科、骨伤、针灸推拿、中医肛
肠、疼痛和治未病等9个中医门诊、1个
多功能中医治疗室，添置内热式针灸治
疗仪、射频控温热凝器、肌骨超声、臭氧
治疗仪等仪器设备。

除中医就诊环境，在中医药服务能
力上，中医馆多项指标都已超过五级中

医馆的标准。中医管理科科长张会宝
介绍，药房配备中药饮片433种，中药
颗粒剂387种，中成药258种；除此之
外，规范提供贴敷治疗哮喘、外敷治疗
骨折、中医肢体功能康复等10项中医
药技术；开展针刺、推拿、拔罐、艾灸、外
敷、膏方等23项中医药适宜技术。

五级中医馆，需要配备一支“五
级”标准的专家队伍。除了省“优秀基
层医师”、市名中医、主任中医师梅章
林，新中医馆还开设4个名中医工作
室，分别由常州市中医医院科教科科

长、江苏省名中医周云庆教授，武进中
医医院骨伤科专家、南京中医药大学
兼职教授刘延辉，武进中医医院肛肠
科主任、中医肛肠专家邱允忠，常州市
中医医院心内科副主任、江苏省名中
医陈建明主导。

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上，医院
探索出一条“名师带名徒”的道路。4
个名中医工作室成立后，医院通过跟
师巡诊、临床实践、教研教学、研读经
典、思想传承等一系列方式，培养年轻
的优秀中医药人才。

重建中医馆、开设老年医学科、共建多个医联体……服务提档、强基升级

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争创“二级甲等”

今年12月，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
院将迎来大考——“二级甲等”中西医
结合医院评审。去年，医院就大力实
施“卫生强基”项目，助力“横医”乘风
破浪，闪耀“东大门”。

院长庄焕忠表示，2021年，常州
经开区推进“卫生强基”三年行动计
划，医院得到了区级和地方党委政府
资金、政策的大力支持。一年内，医院
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人才队伍、智
慧医疗、健康横林五大工程全面提升。

在全区乃至全市基层医疗机构
中，医院取得多项领先：拥有PCR（基
因扩增）实验室，全市唯一；引进1.5T
核磁共振，全市第一；获评“江苏省农
村区域卫生中心”，全区唯一；五级中
医馆规模，全市第二；门急诊人次、住
院人数和医疗业务收入，全市前列；卫
技人员中正高职称8名、副高职称43
名、中级职称64名、硕士研究生3名、
本科93名，全区领先……

接下来，医院还将紧锣密鼓地开展

多个项目：完善监护病房（ICU），筹备疼
痛科建设，整合检验科资源，成立脾胃
科、肺病科等专家工作室；将消化内镜中
心创建成为市基层医疗机构特色科室；
与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
医院、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无锡九院
（手外科医院）等省、市属三甲医院建立
专科共建型医联体；设立远程会诊中心，
与常州、南京、上海等上级医院对接；新
增血液生化仪、心肺功能测定仪、血气分
析仪、高压氧舱等仪器设备……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庄焕
忠表示，全院正紧紧跟随常州经开区

“卫生强基”3+5（三年计划，五大工
程）的步伐，实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
务水平和卫生健康工作质量，守护百
姓“家门口健康”的目标；进一步发挥
医院“中西医结合”的特色，打造医院
品牌价值、知名度和影响力，努力把医
院建设成为医疗服务、健康教育、公卫
服务均衡发展，具有一定科、教、研能
力的“二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常州经
开区构建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
础、市老年病医院和二级医院老年医
学科为核心的老年医疗服务网络。

2021年，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按照上级要求，开设了老年医学科，积
极探索“医康养”融合。新住院大楼启
用后，四楼设置了老年病房，共计48
张床位。去年12月，医院成功创建为
江苏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偏瘫科是我们的传统王牌科室，
新增的老年医学科就是在此基础上开
设的，进一步扩大了服务老年人群的

范围。”老年医学科主任张国平说，过
去，偏瘫科主要服务脑卒中老人，住院
量逐年提升，病房无法满足患者需
求。同时，其他疾病的老人住院需求
也日益增加，老年医学科能收治住院
时间更长的患者，满足需要医疗、康
复、护理三方面结合的老人。

张国平介绍，老年病房和康复病
房统一规划，共有96张床位，收治严
重外伤术后康复、脑卒中偏瘫、心肺功
能差、癌症晚期等失能老人，长期满
床。“我们的优势在于，医疗诊疗能力
强，有一支专业的康复团队，还有专职

的护工团队。”
目前，老年医学科的康复团队共有

10名医生、4名康复师、16名护士，平
均每6个患者配备1名护工，在慢病治
疗管理、老年人康复、临终关怀等方面
为患者提供专业服务。“老年病房的护
士长前往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
进行了系统学习，每个康复师都在上级
医院接受过培训，每个医生都具备专业
的老年医学受教育背景。”张国平说，老
年医学科的医生收治患者前，都会对老
人的身体状况、存在风险进行专业评
估，定制个性化的治疗康复方案。

8月28日，67岁的礼嘉镇人杨国平
开车时突发脑梗，送到医院检查发现大
脑动脉闭塞，住院治疗10天。出院时，
他的肢体功能尚未恢复，无法站立。9
月11日，在亲戚的推荐下，杨国平住进
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老年病房，每
天踏车锻炼下肢，并由康复师按摩，加上
低频脉冲电刺激、中医针灸理疗、中医中
药等手段治疗。目前，杨国平已恢复了
上下肢功能，可以独立行走。“横林人民
医院在周边地区比较有名气，我们当地
人看病都会来这儿，治疗康复效果很好，
家里人都安心。”杨国平说。

强服务 重建中医馆
展现中医特色优势

老年医学科
满足医养结合需求

“卫生强基”3+5
助力“横医”乘风破浪

□本报记者 赵霅煜 通讯员 陈军

九月底，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横林人民医院）的门诊二楼一派繁忙，
各类仪器、中药材、办公设备陆续搬入近1000平方米的崭新中医馆。这个
常州经开区面积最大、设施最新、科室最全的中医馆，将在国庆后正式启用，
为横林镇及周边百姓提供更优质的中医服务。

中医馆的重建，是医院积极响应常州经开区“卫生强基”三年行动计划
的一小步，也是助力创建“二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一大步。

新住院大楼、门急诊大楼先后投入使用，购入多种高端仪器设备，引进
高素质人才，整合资源强化优势科室……2021年，医院高分通过验收，获评

“江苏省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成为经开区唯一一家省级区域医疗卫
生中心；医院拥有市级、省级特色科室各2个；年均门急诊30余万人次，年均
住院6000余人次。

大力实施“卫生强基”项目后，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从硬件到软件进
行了医疗服务的提档升级，百姓满意度日益提升。

常州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冯晖表示，围绕全
市“532”发展战略，经开区正大力推动正大力推动““卫生强基卫生强基””
建设建设，，实施基层医疗提升工程实施基层医疗提升工程，，以以““一院一特色一院一特色””为为
目标目标，，不断提高家门口的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家门口的医疗服务水平。。作为作为““东东
大门大门””的医疗机构标兵的医疗机构标兵，，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要武进区中西医结合医院要
努力提供让人民满意的医疗服务努力提供让人民满意的医疗服务，，要让横林群众要让横林群众
首诊在基层首诊在基层、、常见病留在基层常见病留在基层。。

强融合

强支持

夏敏夏敏 摄摄

本报讯（李青 孙镇江） 11岁的小
童最近开始佩戴牙齿矫正器，每天睡
前都需要家长用钥匙给扩弓器锁弓。
没想到一次操作时，小童误吞了钥匙，
险些戳破肠子。

9月14日晚上，小童妈妈正捏着
钥匙给孩子的扩弓器锁弓。突然，小
童想讲话，嘴巴一动，妈妈一时没捏
紧，钥匙就顺着喉咙掉了进去。小童
紧张地咽了一下，钥匙被吞下了肚。

钥匙是一个铁环，大概有4厘米
长，前端有一个尖角，十分危险。小童
妈妈赶紧催吐，可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也没能成功。最终，半夜11点，小童被
送到了市二院城中院区。

市二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刘文佳回忆：
“经过CT检查，我发现这个铁质金属异物
在胃腔里面即将进入肠道，一旦进入肠道
就有可能引起肠道穿孔。但当时小童胃
腔里有大量食物，出于安全考虑，无法进

行麻醉，只能让孩子在清醒状态下，采用
内镜下异物取出术取出带勾钥匙。”

虽然有些害怕，但小童还是在父
母和医护人员的安慰下镇定下来。最
终，在无麻醉的情况下，医生通过内镜
顺利取出了带勾钥匙。

“随着牙齿种植、牙齿矫正等普
及，近年来误吞假牙等情况逐渐多
发。”刘文佳建议，像扩弓锁定的小钥
匙，使用时千万不要说话，可以在小钥
匙上穿一根细绳子，以防止意外脱手。

此外，日常饮食中异物进入喉咙
和肠胃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其中，鱼
刺、骨头等尤为常见。刘文佳提醒市
民：“卡鱼刺后喝醋，是一种危险的行
为。如果食管和胃已经损伤，再摄入
腐蚀性的液体，只会加重消化管壁的
损伤。我们也不建议催吐，因为这种
呕吐是不可控制的，应及时送医，交给
专业的医生来处理。”

医生提醒：催吐喝醋不靠谱，及时送医很重要

11岁女孩误吞带勾钥匙

读者提问：如何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出场专家：市一院老年医学科、中

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丁怡
专家解答：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

性痴呆，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病程长达10—20年，患者会渐渐丧失
自理能力、记忆能力等，如不及时治疗，
病情容易加重失控，直至死亡。对于阿
尔茨海默病患者而言，越早发现、越早
治疗尤为重要。有数据显示，糖尿病、
高血压、脑血管病患者较一般人更易患

阿尔茨海默病。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
尽早就诊。

阿尔茨海默症的预防可从多方
面着手。1. 积极锻炼：定期开展锻
炼，如散步、快走、广场舞等运动，老
年人可以开展手指运动；2. 健康饮
食：减少饮食中饱和脂肪含量，增加
蔬菜和水果的摄入，可以减少认知能
力下降的风险，尽量少吃含糖、盐、油
多的食物；3. 勤于学习：学习可以让
大脑活跃起来，有助于降低认知能力
衰退风险；4. 充足睡眠：充足而不间
断的睡眠可以帮助大脑自我修复，改
善脑细胞功能；5. 戒烟戒酒：有研究

显示，吸烟会对脑细胞和脑血管造成
损伤，经常饮酒的人罹患阿尔茨海默
病的几率要比从不饮酒的人高 5—
10 倍；6. 保护心脑血管：肥胖、高血
压和糖尿病等会对认知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7. 积极交流：经常参与一些
社交活动，多与家人沟通分享，对大
脑结构和功能有帮助；8. 避免脑损
伤：脑损伤容易增加认知能力下降的
风险，建议在活动期间要采取保护措
施；9. 思维挑战：一些纸牌或其他脑
力活动可以锻炼思维，建议经常进行
脑力活动，如看书、下棋等，避免看电
视等不动脑的活动方式。

如何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悦 动 悦 健 康

本报讯（陈荣春 杨小霞） 9月22
日晚上，市儿童医院的一辆急救转运
车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医院途中，在
高速上发现一起车祸，医护人员第一
时间上前施救，让原本没有生命体征
的伤者恢复了脉搏。

22日晚上11点多，市儿童医院的
急救转运车正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作
为常州市儿童急救转运中心，市儿童
医院承担着全市5岁以下儿童的急救
转运任务。当天，由新生儿科副主任
医师郭惠梅、急诊科护士毕琳和驾驶
员杨斌组成的转运团队刚刚将一名危
重症儿童转运至上海复旦儿科医院，
此时他们正在返回常州的途中。

当车辆行驶到阳澄湖服务区附近
时，杨斌突然看到前面有多车追尾，立
即放慢车速，借着车灯光亮看到有一名
女士在路边挥手求助。杨斌下车查看，
只见离车不远的路面上，躺着一名大约
三四十岁的男子，浑身都是血。意识到
对方可能遭遇了严重车祸，杨斌立刻返
回转运车求救。经验丰富的郭惠梅和
毕琳马上下车，上前帮忙。郭惠梅检查
伤者的情况，毕琳则跑回车上拿抢救设
备。此时，监护仪显示伤者已经基本没
有生命体征，男子的瞳孔也已放大。

三个经过专业急救培训的人深
知，时间就是生命。他们立刻为伤者
进行各项急救措施，胸外心脏按压、复

苏囊畅通气道、止血……伤者的家属
则因为紧张、伤心，一直在哭。听说家
属已经拨打110、120，但似乎没有讲清
楚具体位置，杨斌判断这样极不方便
施救车辆找到现场。于是，他又重新
拨打110、120，告知具体路段。

急救持续了一段时间，郭惠梅检查
伤者的情况，发现他有了颈动脉搏动，但
是很微弱，于是，三人持续做着各项急救
措施，同时安慰家属，让她稳定情绪。

随着110、120相继赶到，三人把
基本情况和120的医务人员做了交接，
这才结束抢救。在僵硬的马路上跪了
半个多小时连续做心肺复苏后，三人
活动了一下疼痛的膝盖，再次踏上回
程之路。

深夜高速上，他们跪地抢救车祸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