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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病

青年医生说

武中苑风采
□本报记者 李青 通讯员 孙镇江

近期，市二院心胸外科陆续收治了
数名少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摆脱漏斗胸的困扰。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挺起胸膛做
人”。可是因为胸廓畸形，有些人的
胸膛却无法正常挺起，严重者还会垂
肩驼背。

市二院心胸外科主任吴奇勇介
绍：“胸廓畸形的种类有很多，其中以
漏斗胸较为常见，但大家对它却知之
甚少。就外形表现来说，漏斗胸患者
前胸凹陷，肩膀前伸，略带驼背，上腹
突出，整个胸部长得像个小漏斗，也因
此而得名。”

尽管漏斗胸看起来像佝偻病，但两
者成因和治疗方式截然不同，如果混
淆，可能耽误病情。

吴奇勇解释，漏斗胸是一种先天性
的渐进式病变，其主要原因是肋骨生长
不协调。与佝偻病不同，它与缺钙无
关，患者的骨骼畸形也仅仅局限于胸
廓。患者一旦出现漏斗胸，基本无法自
行恢复。中、重度的漏斗胸会导致心脏
受压移位，肺也会因胸廓畸形而运动受
限，从而影响患者的心肺功能。严重的

漏斗胸畸形，还可能出现脊柱侧弯。同
时，随着年龄增加，胸廓凹陷畸形逐渐
明显，患者也容易出现自卑、羞耻感、社
交障碍、自闭等心理问题，严重影响身
心健康。

目前，漏斗胸矫治手术方式包括
Nuss 矫治术、开放式的胸骨抬举术
（Ravitch手术）、胸骨翻转术（wada手
术）等等。市二院心胸外科采用的
Nuss矫治术，是一种微创手术，切口
小、创伤小、出血少、并发症少，不仅可
以纠正畸形，而且外观好，能有效改善
心肺功能，有助于重塑患者的自信心。

吴奇勇介绍，该手术无需将畸形骨
骼折断后再塑形，而是在不损伤畸形骨
骼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整体塑形。这种
方法，相当于在体内置放一个“模具”，
将凹陷的胸骨撑起来并将其固定。手
术后定期复诊，当胸骨本身有足够力量
支撑胸壁时即可取出“模具”，一般为3
年左右。

“漏斗胸是可以进行干预治疗的，
治疗后患者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可回
归正常。”吴奇勇提醒市民，在日常生活
中，家长要注意孩子的生长发育。尤其
在孩子洗澡、脱衣服时应注意观察，如
果胸部有明显凹陷或不协调，应尽早就
诊，及时手术治疗。漏斗胸患者6岁至
12岁接受手术较好，如果年龄大了，骨
头偏硬，会影响矫形效果。

前胸贴后背？带您认识漏斗胸

□本报通讯员 三院宣

“行医路，就医路，路路艰辛；医者
心，患者心，心心相系。”这是市三院内
分泌科主任医师、临床营养科副主任
张凡十六年来从医生涯的真实写照，
她用实际行动恪守着“健康所系、性命
相托”的医者誓言。

2020 年春节，张凡没有回老家
山西过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让她毅然选择守在常州、守
在医院。大年初一，张凡便紧急返
岗，投入到这场战“疫”中。2月 10
日，她成为抗疫最前线的一员，而此
时也是病人最多、周转最快的高峰
期。“作为医生，治病救人就是职责
所在，无论何时都要对得起身上这
件白衣。”她肩负使命、迎难而上，与

病毒近身搏斗半个多月，并获得多
项荣誉。

在业务上刻苦钻研、在工作中开
拓创新，勤学精业是张凡身上又一个
显著的标签。2018年3月，市三院在
全市率先成立“脂肪肝中心”。张凡
大胆提出“一个中心、一站服务”的全
新诊疗模式，通过“多师共管”让更多
脂肪肝患者得到精准规范的诊疗和
随访管理。短短半年时间，脂肪肝中
心团队就创建成为江苏省首批、常州
市首家“全国脂肪肝规范诊疗中
心”。张凡深知“医病先医心”的道
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先后成为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高级营养
师。提到她，患者都会竖起大拇指，
交口称赞。

在同事眼里，张凡还是一位热
心公益的医生。她经常利用休息时
间参加义诊、举办健康讲座。为让
更多糖尿病患者得到专业指导，她
在线上创建“糖心屋”微信群，线下

组建“糖友会”俱乐部。在一次外出
学习途中，她乘坐的火车上一名孕
妇突发癔症，张凡立即主动上前施
救，一路护送孕妇至当地医院检查，
确认安全后又陪着孕妇返回火车
站，帮其买好返程车票后再继续自

己的行程。向来低调的她没有透露
一点消息，还是科内的同事偶然得
知了这一情况。

身为医者，张凡对每一个生命都
心怀尊重和爱护之情，她的白衣始终
一尘不染，保持着最纯粹的底色！

白衣不染尘，医病更医心

本报讯（陈荣春 高瀚 姚瑶） 记
者日前从市疾控中心获悉，ACYW135
群 脑 膜 炎 球 菌 多 糖 结 合 疫 苗
（CRM197载体）于今年6月获批在国
内上市使用，目前，我市已可预约接种
该流脑结合疫苗。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
是由脑膜炎奈瑟菌引起的急性化脓性
脑膜炎，具有发病急、进展快、传染性
强、隐性感染率高和病死率高等特点。

据悉，2岁以下婴幼儿是流脑发病
高危人群。接种疫苗是预防流脑最经
济有效的方法。目前我国批准上市的
流脑疫苗主要包括：脑膜炎球菌多糖
疫苗、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和含
有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成分的联
合疫苗。

研究显示，2岁以下婴幼儿对脑膜
炎球菌多糖疫苗的免疫应答较弱，免
疫持久性不足，而脑膜炎球菌多糖结
合疫苗对2岁以下婴幼儿能诱导产生

较好的免疫应答并产生免疫记忆，增
强疫苗的免疫作用，消除感染者带菌
状态。因此，建议2岁以下婴幼儿尽早
接种能覆盖更多血清群的脑膜炎球菌
多糖结合疫苗。

此次上市的ACYW135群脑膜炎
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免疫程序如下：3
至5月龄开始接种：基础免疫3剂，间
隔≥1个月，可在12月龄时加强注射1
剂（加强针与第三针间隔≥2个月，推荐
在12—18月龄之间完成加强免疫）；6
至23月龄开始接种：共接种2剂，间隔
为1至3个月；2至3岁（满4周岁前）：
接种1剂。

关于流脑疫苗接种的具体信息，
市民可以电话、上门咨询就近的儿童
预防接种门诊，也可以关注“常州疾
控”微信公众号下方“为民服务”导航
栏查找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还可以
在“育苗通”微信小程序中找到相应的
门诊信息。

流脑疫苗上新啦

□本报记者 陈荣春 通讯员 杨小霞

最近，孩子们陆陆续续回到学校，
经历漫长暑假的家长们终于可以缓口
气了。然而才开学没几天，部分家长
就愁烦不已：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小动作多、发呆走神、作业拖拉严重、
默写错太多、背诵前背后忘、回家不清
楚老师布置的作业，还有的孩子情绪
波动大、不愿意做作业、厌学、敏感、与
同学相处不好……

这些孩子到底是怎么了呢？学习
困难门诊能解开这个疑惑吗？

市儿童医院儿童健康研究中心副
主任、主任医师张琴芬介绍，学习困难
是指智力正常的儿童在同等的教育条
件和正常的学习动机下，不能顺利地
掌握学习技能，出现阅读、计算、书写
及表达等一种或一种以上障碍。学习
困难和注意力障碍、孤独症、语言迟缓
等发育障碍有很高的共患性。学习困
难门诊的重要作用就是抽丝剥茧破谜
团，找出原因，从而对症下药。

3个月前，妈妈带着飞飞来到市儿
童医院学习困难门诊就诊。刚坐下，
妈妈就大倒苦水：“老师说，孩子上课
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多，记性还不
好，需要掌握的字词、古诗，背了几天
都记不住，即使记住了，默写还是错一
大堆。”随着问诊的深入，张琴芬发现，
飞飞阅读时有跳字、漏字、串行的现
象，并且不想上学。妈妈很头疼，每天
在学习上花费大量的精力、人力，飞飞
就是一点都没有改变。

通过常规的行为评估及专业的阅
读测评，医生发现飞飞存在阅读障碍、
注意力不集中型多动症（轻度）。妈妈
顿时豁然开朗，同时又感觉十分焦虑：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建立在脑科学基础上的专业训
练，是改善学习困难的关键。张琴芬
介绍，市儿童医院兼顾孩子训练兴趣，
采用纸质、电脑训练材料及小游戏，对
阅读以及影响阅读的核心认知（注意
训练、记忆力训练、加工速度等）进行
干预，并且紧密结合学校课本，针对不
同年级采取不同的训练方式。

张琴芬为飞飞制定了3个月的训
练（1周3次，每次1小时），妈妈欣喜
地发现，飞飞的识字量、朗读速度进
步非常快，记忆力、口语表达能力也
在进步，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也得到
改善。

张琴芬介绍，目前得到早期评估

及干预的孩子还是比较少的。学龄
期是儿童大脑可塑性发展的黄金期，
希望能与家长、老师们共同努力挖掘
原因，帮助孩子克服学习困难。此
外，学习能力及学业成绩的提升并非
一朝一夕，建立在脑科学研究基础上
的专业评估及科学训练将提供有力
的帮助。

开学后，“学习困难”怎么办？

□本报通讯员 一萱

14岁正是青春洋溢的年纪，但对
于小燕来说，却有一个烦恼常萦绕在
心头。

“一年前，我跑步时不小心扭伤
了左脚，当时肿得很厉害，整个脚踝
都发紫了，后来肿胀慢慢消退，疼痛
也逐渐消失，我就没在意了。”小燕回
忆道。然而好景不长，从那时开始，
小燕发现左脚没法使劲，每次运动都
会崴脚。一开始没当回事，直到最近
走路时出现异常，她才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

小燕立即预约市一院足踝外科的
专家号，结合相关检查，丁文鸽主任医
师得出诊断：小燕属于典型的慢性踝

关节不稳定，这与她一年前崴脚后没
有好好休养有关。“需要尽快开展手
术，把损伤的韧带修补起来，否则脚踝
可能会有不可逆的损伤。”

经过细致讨论，丁文鸽团队决定
开展踝关节镜微创术。“术中，我们在
小燕的左脚踝两侧开了3个小孔，通
过关节镜头和操作器械，对踝关节韧
带进行精准修补。”半小时后，手术顺
利完成，第二天小燕就开心地出院
了。半个月后的复诊中，小燕连连感
谢：“谢谢丁主任，最近走路再也没有
出现崴脚的情况，我终于能和小伙伴
们正常逛街了……”

踝关节扭伤在日常生活中十分
常见，丁文鸽提醒，崴脚后不用慌张
但也不能轻视，谨记以下4点——1.
抬：把受伤的脚抬高，尽量超过心脏，
有助于减轻肿胀疼痛的不适感，最好
在3—4周内都不踩地；2.包：到附近
药店购买医用弹力绷带，将受伤的脚

踝包裹起来，松紧程度以能插入1—2
指为宜，有条件的可以购买带有气囊
的踝关节支具，适当加压可以减轻受
伤脚踝的肿胀程度，减少局部出血以
及疤痕形成，有利于尽快恢复关节活
动；3.敷：受伤后3—5天内，可以用冷

水毛巾或冰袋包裹毛巾进行冷敷减
轻疼痛，5天后可以局部热敷减少血
肿引起的关节僵硬；4.医：受伤后3—
5天内，如果感觉脚踝疼痛肿胀特别
厉害，局部皮肤明显青紫，建议赶紧
到医院就诊。

14岁女孩经常走路崴脚，原因竟是……

部分家属微信沟通内容

丁文鸽 市一院创伤骨科副主任，主任
医师，骨科博士，硕导、副教授，常州医学会
骨科分会足踝学组组长，江苏省333人才工
程培养对象，江苏省医学拔尖人才。他在足
踝疾病、运动医学、关节疾病、骨科创伤后遗
症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
曾在美国佛罗里达tampa医院关节中心、德
国汉堡 ENDO—Klinik 关节中心、上海华山
医院运动医学中心、上海瑞金医院足踝外科
矫形中心研修。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上午专家门诊，周
四上午足踝外科门诊（普通专病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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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撷英

张凡 市三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临床营
养科副主任，医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中国老年医学会营
养安全分会江苏委员；江苏省中医药学会糖
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常州市医学会内分泌
学分会代谢病学组副组长。她擅长糖尿病及
其并发症、肥胖、脂肪肝等代谢性疾病的诊治
及营养指导，曾发表SCI等多篇论文，主持市
科技计划（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一项。她先后
获得首届常州市“卫计好青年”、常州市医学
会先进个人、常州市女知联优秀个人、常州市
女知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常
州市第五届“医德之星”称号。

专家简介

金华锋 武进中医医院脑病科（神经内
科）主任中医师、南京医科大学神经病学专业
医学博士，曾在上海华山医院、上海长征医
院、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内科学习、进修，擅
长治疗脑血管疾病、眩晕、头痛、痴呆、癫痫、
肌无力等疾病。

专家门诊时间：周四上午

□本报通讯员 曹艳 王舒妤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一种急性
脑血管疾病，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
血性脑卒中。缺血性脑卒中又称脑梗
死，是指因脑部血液供应障碍、缺血缺
氧导致的相关脑组织缺血性坏死，具
有高致死率、高致残率的特点，且越来
越趋于年轻化。

50 岁的高先生有着 10 年糖尿
病、高血压病史，但平时服药不规
律，饮食上不加以注意。3个月前的
一天上午，他上班时突然感到头晕，
手脚有些麻木。起初并未予以重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严
重。等同事发现时，他已经无法正常
说话，右侧肢体完全不能活动，最终
在家人的护送下前往武进中医医
院。急诊医生接诊时，高先生发病已
经超过5小时，错过了静脉溶栓的最
佳治疗时间。医院随即开启卒中绿
色通道，脑病科主任医师金华锋紧急
到达现场会诊，结合影像科检查结
果，明确高先生为左侧大脑中动脉急

性闭塞，如不及时治疗，症状将不可
逆转。面对焦急万分的家属，金华锋
表示，神经介入团队一定会尽全力积
极抢救治疗，尽可能挽救更多的脑组
织，把发生瘫痪、失语等严重后遗症
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救治工作争分夺秒，脑病科神经
介入团队立即安排急诊手术，联动导
管室、麻醉科、手术室应急团队，在
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术前准备。金华
锋带领卞科宇、李骏医生为高先生进
行急诊脑血管介入取栓术、颅内动脉
支架植入术。手术在高先生右大腿
根部的皮肤上开一个仅2mm的小切
口，在DSA血管造影下，导管精准地
沿着股动脉进入动脉系统，最终到达
大脑中动脉。经过1个多小时，团队
成功对大脑中动脉进行血管成形治
疗，闭塞的脑血管及时恢复通畅，大
脑也恢复了血供，避免了因长时间脑
缺血缺氧造成的严重后果。

手术顺利完成，高先生的言语和肢
体活动功能当即得到恢复，能够简单交
流，偏瘫的肢体也能稍作活动。经过脑
病科医护团队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一周
后，高先生的言语能力和偏瘫的右侧肢
体恢复正常，康复出院。“多亏了脑病科
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现在我身体恢复

很好，不久就可以正常上班了！”随访
时，高先生不停向医护人员表达感激。

动脉取栓术是一项技术要求高、
风险高、难度大的介入手术，需要丰富
的临床经验和娴熟的操作技术。武进
中医医院脑病科目前已形成技术成
熟、经验丰富的神经介入团队，在影像
科、麻醉科、导管室及重症医学科的协
助下，可常规开展全脑血管造影术、颅
内外动脉狭窄支架置入术、急性缺血
性卒中机械取栓术、脑静脉窦血栓溶
栓取栓术。今年，医院已成功开展多
例急诊取栓术，在重大疾病救治和预
后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挽救了许
多家庭，得到患者的一致好评。

如今，脑卒中发生越来越年轻
化，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着很大
的关系。专家建议，50岁以上且平
时有抽烟喝酒、高血压、糖尿病、房
颤、高脂血症、肥胖、中风家族史等
危险因素的人群要提高警惕，定期
检查脑血管，可以通过合理饮食、调
整生活方式、积极主动筛查及控制
各种危险因素，保护心脑血管健康，
降低脑卒中的风险。在日常生活
中，当发现有人出现口角歪斜、流口
水、面瘫不对称、肢体麻木、说话困
难等症状时，要提高警惕，可能是脑
卒中的先兆，应立即拨打120电话，
及时送至医院。

武进中医医院脑病科神经介入团队成功为50岁男子动脉取栓

争分夺秒，救治生命
健康知多少

□本报通讯员 妇幼宣

“曹医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
顺利怀上二宝啦！”上周，市妇保院计
划生育科主治医师曹景云随访出院患
者王女士，好消息从电话那头传过来，
她的心情和王女士一样激动、欣喜。

半年前，王女士停经42天，超声
显示为异位妊娠，被曹景云收治入
院。刚住进病房不久，王女士突然感
到剧烈的下腹痛、大汗淋漓，同时血
压急剧下降。曹景云考虑为宫外孕
大出血，立即组织抢救，第一时间建
立静脉通路，开通绿色通道，进行紧
急手术。在麻醉科、手术室的通力配
合下，腹腔镜快速显示，王女士左侧

输卵管增粗扭曲明显，表面的破裂口
正冒着鲜血，情况十分危急。王女士
年仅30岁，有很强的再生育意愿，曹
景云考虑到患者的需求，没有选择对
输卵管进行“一刀切”，而是进行耐心
细致的修复。这台看似“简单”的手
术，不仅考验技术能力，更考验手术
者的心理素质。40分钟后，手术顺利
结束，王女士转危为安。

“对于年轻患者，在治疗疾病、解
除患者病痛的同时，也应该关注生育
力，尽可能保留她们的生育能力。”正
因为曹景云的“认真谨慎”，王女士才
得以再次顺利怀孕。

曹景云介绍，引起宫外孕的主要
原因是输卵管异常，大部分是因为输
卵管炎症，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容易诱
发感染，导致输卵管堵塞。因此，怀孕
初期的孕妇，到正规医院评估胚胎的
发育情况尤为重要。

“作为妇科医生，既要有高超的技
术、果断的决策，还要有耐心的态度，
而这正是为女性健康保驾护航的最基
本要素。”这是曹景云从读书到工作听
过最多的一句话。

由于妇科涉及到生殖与性方面的
话题，很多患者羞于启齿，常常避重就
轻地描述自己的症状。曹景云总是站

在患者的角度，用“患者思维”解决问
题。她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对待每一位
患者，用温暖的微笑去抚慰，尽最大的
努力去救治。

“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
这是曹景云的人生理想，也正是为了这
个理想，她选择成为一名妇科医生，在
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感动。

为宫外孕患者“巧”保生育能力

曹景云 市妇保院生育技术科主治医师，多
次获医院评优及院十佳青年，擅长妇产科多种
疾病的诊断及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