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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杏林撷英

武中苑风采

□本报通讯员 杜蘅

“快！考虑脑梗，时间窗内！”朱文
博放下电话，立即奔向抢救大厅。

10月24日晚上，在病区值班的朱
文博突然接到电话，急诊室来了一名
46岁疑似脑卒中的男性患者。家属
说：“大概3个小时前，他想喝水，右手
拿水杯的时候，怎么也使不上力，我看
他的嘴角有点歪斜，讲话也讲不清楚，
就像是中邪了！”

朱文博为患者查体后，发现他的
右侧肢体肌力只有1级，考虑是急性
脑梗死，早期进行溶栓治疗有望降低
致残率。

越早救治越有希望恢复，但如何
让患者及家属在短时间内明白什么是
超早期静脉溶栓，并同意接受该治疗

方案？最关键的是站在患者的角度上
考虑问题，用心去沟通。朱文博言简
意赅地解释了这个治疗方案操作要点
及注意事项，家属果断签名。

在征得家属同意后，朱文博和溶
栓团队争分夺秒地为患者进行静脉溶
栓。他守在床边，盯着溶栓药一点一
点地进入患者体内，随时观察反应。

“医生，我嘴里有血腥味！”患者含
糊不清地表达自己感受。

“我看一下，你头晕头痛吗？”
“没有。”
“你牙龈有一点点出血，不要紧张，

打进去的药会溶解血栓、打通闭塞的血
管，有一部分人会出现牙龈出血、小便
出血等情况，这说明你对这个溶栓药敏
感。你放心，我会守在你身边的！”

静脉用药一小时后，朱文博再次
为患者进行体格检查。此时，患者虽
然言语仍有含糊，口角歪斜，但肌力明
显好转，右侧肢体肌力已经恢复到4
级了，这说明溶栓起效明显。

脑卒中被称为“人类健康的头号
杀手”，是一个具有高患病率、高发病
率、高死亡率和高致残率的“四高”疾
病，不仅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沉
重的经济负担，而且患者得病后有可
能会留下后遗症，所以提前干预、预防

卒中的发生显得尤为重要。
朱文博将提高脑卒中患者的治愈

率、降低致残率作为自己的奋斗目
标。他仁医爱患，拼搏爱岗，勇攀医学
高峰，在2022年入选常州好人，成为
同龄医护人员的学习榜样。

“你放心，我会守在你身边的”

□本报通讯员 二宣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一
想到要去口腔科看诊，很多人内心十
分排斥，有人甚至去医院前就开始坐
立难安了。

晶晶今年8岁，可还没有开始换
牙。妈妈无意中发现孩子的下颌前牙
内侧长了“双排牙”，新牙萌出而乳牙却
毫无松动迹象。医生在检查后给出了
治疗方案：拔除乳牙，为恒牙让路。一听
要拔牙，晶晶吓坏了，哭着闹着要回家，
坚决不肯配合治疗，妈妈也没有办法。

在日常的诊疗过程中，像晶晶这
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令众多家长非常
头疼。除了儿童群体，成年人、老年人
也会对治疗感到紧张和害怕，迟迟不
敢就医，拖到最后熬不住了才就诊，为
此错过了最佳时期。

那么，怎样才能缓解患者的紧张
和害怕情绪，让他们轻松完成看牙呢？

今年10月，市二院舒适化口腔专
科门诊正式运行，由医院口腔科与麻
醉科合作，让“怕看牙”“看牙疼”成为
历史。

市二院口腔科副主任田菊忠介绍，
所谓口腔舒适化治疗，是指患者在就诊
过程中享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舒适，一
方面通过药物麻醉、改进医疗器械等手
段，增强患者在口腔治疗过程中的安全

感和舒适感，帮助患者消除不适和疼
痛，减少并发症，另一方面通过医生的
耐心安慰，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减少
牙科治疗可能导致的心理创伤。

目前，市二院口腔科使用高效麻
醉剂配合超细针头，让患者几乎感觉
不到疼痛，先进的牙科器械大大缩短
了治疗时间。对于一些复杂牙的拔
除，则采用镇静或者全身麻醉的方法，
使患者在“睡梦”中完成治疗。这种方
式以麻醉科为主导，与口腔专业医生
分工合作，各司其职。通过这一模式，
口腔医生可以更加专注于局部疾病的
诊治，无需为患者生命体征变化而分
心，提高了诊治效率和医疗质量，规避
了医疗风险，提升了舒适化口腔治疗
的内涵。

成熟的口腔舒适化治疗“老少咸
宜”，适应人群不限于牙科恐惧症患
者，还适应咽反射强烈人群、哭闹不配
合的儿童、高龄或患有高血压等需要
特殊监护的人群。麻醉医生在治疗前
进行评估，根据个体情况，为患者制定
个性化的镇静镇痛方案，让患者可以
在舒适的状态下完成拔牙、种牙、补牙
等口腔治疗。

田菊忠表示，随着医疗水平的不
断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更期盼医生们把整个治疗过程从
无痛变得既安全又舒适。在治疗过程
中，舒适化口腔治疗模式将对患者人
格的尊重、隐私的保护、人性化的关怀
等等贯穿始终，真正让患者切实感受
到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麻醉科与口腔科联手驱“痛”——

市二院：舒适化治疗让看牙更轻松

本报讯（赵霅煜 妇幼宣） 近日，
市妇保院、市一院钟楼院区泌尿外科
成功完成一例罕见巨大膀胱结石取出
手术，结石重达100克，直径长达7厘
米，足有鹅蛋般大小。

“平常排尿有时会有小的石头排
出，最近一段时间出现尿血，就想着来
医院做个检查，开点药。”33岁的曹先
生因排尿疼痛、排尿中断，到市妇保
院、市一院钟楼院区泌尿外科就诊。
经门诊副主任医师毛庆岩仔细询问他
的病史，并查体后，结合进一步的超声
检查，曹先生被诊断为：膀胱结石、肾
结石，达到手术指征，遂收治住院。

入院后，曹先生进行了CT检查，
显示结石几乎占满了他整个膀胱。毛
庆岩考虑到患者结石巨大，如果采用
常规方法经尿道膀胱碎石，即使体表
没有伤口，但因碎石时间太长，会造成
更多的并发症，使微创变成“巨创”。

为精准治疗，市妇保院、市一院钟
楼院区主任医师丁涛和毛庆岩带领整
个泌尿外科团队进行详细的病例分析，
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决定行膀胱
切开取石术。另外，患者还合并肾结
石，拟在取出膀胱结石的同时置入输尿
管支架管，以便后期再行肾结石手术。

在麻醉手术团队的配合下，团队
顺利从曹先生膀胱中取出一枚重达
100克、直径长达7厘米的鹅蛋大小结

石。目前，他在泌尿外科医护人员的
精心诊疗下，已拔除导尿管，能顺畅地
排尿了。

丁涛表示，膀胱结石一般在1—2
厘米左右，曹先生的结石足有7厘米，
实属罕见，这大概率与他的饮食生活
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患者对自己的
身体状况不够重视，加上医学知识比
较缺乏，长期有尿频、尿急、尿痛伴排
尿中断等症状，却没有及时就医。

泌尿系结石危害严重，不仅会引起
肾、输尿管、膀胱、尿道的梗阻，还有可
能导致肾功能损害甚至肾功能衰竭。
毛庆岩建议广大市民，平时多饮水，饮
食营养均衡，适量运动，避免体重超标，
定期体检，如果出现排尿疼痛、排尿困
难、血尿等症状后一定要及时就医，避
免像曹先生一样，原本可通过微创手术
或仅通过药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变成
需要大动干戈剖腹解决，对患者的工作
和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

膀胱结石有7厘米，他不得不做“剖腹产”

医馨e益

朱文博 市肿瘤医院神经
内科主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
专业10余年，擅长神经内科常
见病如脑血管疾病、痴呆、中
枢神经系统感染等疾病的诊
治，医院溶栓小组主要负责
人，已经为 300 多名患者第一
时间进行溶栓治疗，均取得良
好效果。

□本报记者 陈荣春 通讯员 杨小霞

10月 28日上午，市儿童医院在
医院门诊大厅开展现场咨询义诊活
动，许多家长带着孩子陆续前来，咨
询慢性咳嗽、抽动症、肥胖症、手术后
注意事项等问题，来自呼吸科、内分
泌、神经科、风湿免疫科、康复骨科、
普外科、心脏科、门诊办等科室的专
家们给予了一一解答。此次活动拉
开了该院为期一个月的大型义诊活
动的序幕。

为满足我市儿童多样化的就医需
求，提升就医感受，2021年10月，市儿
童医院在线下医疗服务的基础上，正
式上线互联网医院，为患儿提供线上
图文问诊、预约挂号、咨询互动、线上
开方、线上支付、药品配送/自提、核酸
检测等在线服务。一年来，全院每周
在线开设125个门诊，总计完成在线
复诊1238人次，处方624张，向着“让
患儿少跑腿，数据多跑路，简化就医流

程”的目标迈出坚实一步，真正为人民
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原先，我们去儿童医院看病，排
队挂号、面诊、检查、取药，少说都要一
两个小时。现在有了互联网医院，不
仅可以看到心仪的专家，甚至都不用
跑医院，在手机上就全部解决了，医生
开的药还帮我们快递送到家。”7岁男
孩鑫鑫的妈妈开心地说。

在互联网医院上线一周年之际，
市儿童医院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大型义
诊活动，10月28日至11月28日，17
个科室25名医生在线接受咨询，让老
百姓更好地体验便捷医疗“云”服务。
其中，第一周：呼吸科、耳鼻咽喉科、新
生儿科、中西医结合消化科、儿保科；
第二周：呼吸科、内分泌科、眼科、皮肤
科、康复科、中西医结合消化科；第三
周：呼吸科、骨科、风湿免疫科、神经
科、心胸外科；第四周：呼吸科、心理门
诊、普外科、泌尿外科、眼科、中西医结
合消化科。

作为我市唯一的三级甲等儿童医
院，市儿童医院承担着我市近百万少
年儿童的健康诊疗、身心关爱、公共卫
生等医疗服务任务。医院打造的“互

联网+医院”服务模式，让老百姓真真
切切地享受到“常有健康”名片带来的
健康红利，在看病就医时更省心、省
时、省力、省钱。

“互联网+医院”打造健康新模式

本报讯（陈荣春 刘华联）金属铝在
液态时，温度可达上千度，不小心被烫到
可谓惨不忍睹。市民朱先生日前在工作
时，不慎被滚烫的液态铝溅到，伤情十分
严重。多亏市一院医生紧急救治，从朱
先生的体内清理出百余个已经冷却凝固
的铝块，这才让朱先生转危为安。

朱先生今年54岁，在液压厂从事
操作工作。前两天上班时，一不留神，
超高温的液态铝飞溅到胳膊上。“当时
正好在操作冶铸机，只听到机器一声巨
响，滚烫的铝水流经手臂，当时疼得都
要晕过去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朱先
生仍十分紧张。

工友们赶紧将朱先生送到市一院。
“高温的液态铝在患者的胳膊里流动，烫
伤沿途的一切，直至逐渐凝固，导致手肘
出现了一个鸡蛋大小（直径4—5厘米）的
焦黑孔洞，里面就像蜂巢状，每一个腔隙
里几乎都有碎屑，需要逐个探查。”接诊的
创伤中心病房主治医师吴全明表示。

面对痛苦不堪的朱先生，医生们的
心也揪了起来。结合相关影像资料，考
虑液态铝的特殊性，以及进入人体后可
能造成的损伤，市一院创伤中心吴全明
和整形烧伤科王颖倩等医护人员通力
合作，迅速为朱先生进行清创手术。

“高温铝液造成的创伤，就像烧红的

利剑刺入受伤部位，患者相当于同时遭
受两种伤害：一种类似锐器伤，另一种是
高温烫伤。而且由于高温铝固化后，和
肌肉软组织混淆在一起，因此每个铝屑
都要一粒粒捡出来。”吴全明表示。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医生们聚精会
神地进行精准剥离，经过4个小时的努
力，共取出百余块铝屑，最大的直径2厘
米多，最小的像芝麻粒。清创完成后，救
治团队又采取抗感染、抗凝血、药物消肿
等对症治疗，目前朱先生仍在治疗中。

冬季即将来临，烧烫伤疾病也进入
高发期。市一院整形烧伤科主任医师李
玲巧提醒，市民预防烧烫伤需要注意：家
中的热源应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给儿童洗澡时先加冷水再加热水，以防
在准备过程中意外烫伤孩子；使用热水
袋时，务必要使用棉毛类热水袋套子，避
免夜间熟睡后皮肤直接持续接触裸露的
热水袋造成小面积深度烫伤；使用老式
煤气罐，务必要重点检查有无管道老化、
泄漏等情况，及时排查隐患。

此外，专家提醒，市民一旦遇到烧烫
伤，要快速脱离致热源，受伤处作降温处
理（如冷水冲洗等）。同时切记，烫伤的创
面不要涂抹牙膏、麻油、酱油等，否则会影
响伤情判断，给创面处理造成困难。如果
伤处面积较大，尽快送医院就诊。

千度铝水溅入胳膊
市一院医生争分夺秒，清理出百余铝块

□本报通讯员 曹艳 王舒妤

人生七十古来稀，寿至耄耋更可
喜。但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的身
体机能会逐渐退化，器官也会出现衰
竭，伴随而来的就是各种健康问题。
高龄老人如何应对疾病和衰老，提高
生存质量，是所有人一直关心的问题。

近日，武进中医医院心血管病科
收治一位多病的91岁老人。据了解，
徐奶奶有2年的阵发性心房颤动伴心
动过缓病史，有时每分钟心跳只有三
四十跳，平时身体状况较差，体型偏
瘦，经常乏力、胸闷。一个月前，徐奶
奶在家突发晕厥，在家属的陪伴下紧
急来到武进中医医院就诊。通过心电
图及动态心电图发现，徐奶奶有心房
颤动伴交界性逸搏心律，心率最慢时
仅有27次/分，且持续时间较长，确诊
为高度房室传导阻滞。

“高度房室传导阻滞属于较严重
的心律失常，指心房和心室之间的房
室结出现病变，心房和心室间传导出
现严重障碍，可能会引起心动过缓、头
晕、乏力、胸闷甚至晕厥、休克。若不

及时救治，随时有心跳骤停及猝死的
风险。”武进中医医院心血管病科副主
任、主任医师石桂良介绍，“植入人工
心脏起搏器是目前临床上治疗显著心
动过缓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起搏器可
以长时间放置在体内，通过发出一定
形式的电脉冲刺激，带动心脏搏动，维
持心率和心脏的传导，从而避免因心
率减慢导致的心跳骤停，保障患者的
生命健康。”

然而，为高龄老人植入心脏起搏
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徐奶奶营
养状态差，皮下脂肪组织非常少，使术
中出血风险陡增。同时，高龄老人心
脏及血管解剖结构变异大，会导致电
极送入困难和肺肝肾等重要器官的功
能减退，增加手术难度。为此，石桂良
带领团队开展讨论，充分评估徐奶奶
的检查结果及全身综合情况，制订完
善的手术和围手术期方案。面对忧心
忡忡的家属，石桂良更是一遍遍讲解
沟通，抚平他们的忧虑。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石桂良带
领团队为徐奶奶进行单腔起搏器植入
术。手术通过一个仅5厘米左右的切
口，将脉冲发生器安置在皮下。然后
通过血管穿刺，将电极放置在右心室
低位间隔部，最后连接电极和脉冲发
生器，缝合伤口。由于徐奶奶身形瘦

削，皮肤松弛明显，缝合囊袋的难度明
显增加。凭借团队过硬的医疗技术水
平，手术耗时2个小时顺利完成。术
后当天，徐奶奶乏力、胸闷等症状明显
改善，风险得到解除。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老人的术后
护理至关重要。由于徐奶奶胸前皮下
脂肪少，起搏器埋藏后局部张力大，容
易引起组织缺血缺氧坏死，影响创口
愈合，甚至会引发起搏器移位，漏出皮
肤。为此，心血管病科团队制订了细

致规范的康复计划。术后，为徐奶奶
进行囊袋换药、抗菌、抗感染等对症治
疗，同时给予人血白蛋白等营养支
持。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半个
月后，徐奶奶康复出院。

“没想到我妈这么大年纪，手术能
够如此顺利，术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康复得这么好！起搏器的顺利植入
帮我们全家人卸掉了压在心头的大
石，真的非常感谢！”出院前，徐奶奶的
儿子再三表达感激。

武进中医医院成功为超高龄患者植入起搏器

91岁老人重获“心”生

石桂良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武进中医医院2022年引进人才，现

任心血管病科副主任、江苏省医学
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基层学组委员、
江苏省心身与行为医学分会双心学
组委员。他擅长冠心病、顽固性高
血压病、心力衰竭、心肌病等心血管
疾病诊治。近几年来每年作为第一
术者完成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
球囊扩张、主动脉球囊反搏（IABP）、
冠状动脉支架植入等心脏介入手术
300余例，能利用冠状动脉血流储备
分数（FFR）、冠状动脉内光学相关
断层扫描（OCT）、冠状动脉旋磨术
等心血管前沿技术指导临床工作。

专家门诊时间：周四上午
慢病门诊时间：周四下午

□本报通讯员 周欢欢

今年8—9月，我市5947人献血1786830毫升，帮助患者重获新生和健康。血液
供应得以保障，城市也因奉献而温暖。现将我市8月、9月团体献血情况公示如下：

8—9月爱心献血光荣榜

单位
第904医院常州医疗区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
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常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新北区孟河镇
新北区龙虎塘街道

新北区春江镇
新北区薛家镇

中国人寿保险常州分公司
新北区三井街道

常州三菱电机士林电装品有限公司
新北区奔牛镇

中国人民银行常州分行
新北区西夏墅镇
新北区魏村街道

江苏奔牛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常州分行

钟楼区教育局
南京银行常州分行

江苏高正健康产业集团
新北区机关
九洲服装城

常州市侨裕集团有限公司
新北区罗溪镇

新北区新桥街道
江苏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常州分行
光大银行常州分行

中国交通银行常州分行
兴业银行常州分行

常州日报社
平安人寿保险常州中心支公司

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常州分行

经开区机关
经开区遥观镇
经开区横林镇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市儿童医院

中国建设银行常州分行
经开区潞城街道
经开区丁堰街道

经开区戚墅堰街道
中吴宾馆

经开区横山桥镇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江河港武水务（常州）有限公司
常州承芯半导体有限公司

常州市民政局
国能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合计

人数
67
279
294
151
87
338
151
185
206
72
491
11
196
10
112
198
7
10
188
42
9

102
10
63
154
167
25
81
25
26
25
41
21
131
70
108
293
255
25
11
71
186
166
239
19
208
15
73
47
173
13

5947

献血量（毫升）
19100
87800
94100
45500
24000
102700
49400
55100
67600
19900
136400
3300
57200
2300
33100
57000
2100
3300
50300
13100
3100
30900
3000
17100
45400
50300
9200
21730
6700
7200
7200
11900
6600
40600
20000
31700
93400
80800
7400
3300
20100
59000
51200
73000
6300
65800
4600
20300
15400
46200
4100

1786830

专家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