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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自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己健康的
第一第一责责任人任人！！

常 州 日 报 社常 州 日 报 社
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报讯（李青 七轩）“太谢谢市
七院的治疗团队了！他们始终没有放
弃，想方设法治好了我的肠梗阻。”经
过几日的住院治疗，唐婆婆梗阻多时
的肠道终于恢复通畅。

唐婆婆年事已高，且患有糖尿病，
在家中活动时不慎摔倒，导致腰椎骨
折，只能躺在床上静养。卧床静养期
间，子女担心翻身会影响其腰椎康复，
不敢轻易翻动。没想到，由于长期静
卧，唐婆婆的胃肠道消化功能逐渐减
弱，引起了便秘。在经历了一周无法
正常大便的痛苦后，唐婆婆被子女送
至市七院胃肠外科就诊。

明确便秘原因后，胃肠外科医生
开始为唐婆婆进行灌肠治疗。令人
遗憾的是，灌肠后，唐婆婆排出的只
有灌肠液，而非大便。为了更好地治
疗唐婆婆的便秘，胃肠外科邀请了中
医肛肠科副主任中医师徐晓玉参与

会诊。经过会诊，徐晓玉认为唐婆婆
患有肠梗阻，且情况较为严重，需住
院治疗。

唐婆婆住院后，徐晓玉再次尝试
灌注蓖麻油进行通便，但仍然毫无效
果。再次灌肠无效后，徐晓玉便戴上
手套，尝试手动掏粪。虽然手指难以
触及粪块主要堆积的地方，但经过多
次灌肠、灌胃及手动尝试后，徐晓玉将
部分能触及到的粪块成功清出。

徐晓玉解释：“由于长期便秘，唐
婆婆肠道内的粪便水分被肠道吸收，
结成粪块，加上其便秘时间较长，粪块
非常坚硬。从影像显示来看，她的粪
块主要卡在降结肠和乙状结肠。如果
任其长期硬化，可能会从肠梗阻演变
为肠穿孔或肠系膜栓塞，将严重威胁
生命健康。”

治病需循本，唐婆婆的肠梗阻由
腰椎受伤后的长期卧床引起。市七

院骨科在为其会诊后，帮助其循序渐
进地适当下床活动。在日常护理中，
护理团队根据唐婆婆的情况给予饮
食建议，加强宣教，并指导其每日顺
时针腹部按摩200次，制定个性化的
便秘防治调查表，监督每日完成项目
数。除此之外，护理团队还为唐婆婆
提供穴位贴等特色辅助疗法，缓解患
者症状。

看到治疗团队不断的努力，唐婆
婆十分感动：“那天做完治疗之后，我
躺在床上。中午12点多，邹医生拿来
一个中药包给我，让我试试看，效果会
不会更好。我当时就很感动，他们都
还没吃饭，却一直在为我尝试各种各
样的治疗方法，还为我亲手掏出粪
块。他们的耐心和责任心，给了我战
胜肠梗阻的信心。”

考虑到常规的灌肠治疗方法已经
无效，治疗团队再次商量，打算尝试泄

药。但使用泻药也意味着不确定的风
险。“由于粪块堆积在肠道，有些老年
人用完药之后会产生较为剧烈的肠绞
痛，甚至有文献报道肠道会因此破
裂。而一旦肠道破裂，毒素吸收入血，
就会有生命危险。”徐晓玉说，“我们已
经将唐婆婆肠道内的粪块清出不少，
为肠道减轻了负担，此时用药会更加
稳妥和安全。此外，我们也预设好了
可能产生的风险及救治方案。如果最
后的保守治疗仍然无效，就只能通过
手术取出粪块了。”

得益于前期的治疗和充分的准
备，用药后唐婆婆顺利地排出了粪块，
梗阻多日的肠道终于恢复畅通。经过
几日治疗，她最终顺利出院。考虑到
唐婆婆还需在家卧床休养，为了防止
其再次复发肠梗阻，治疗团队将会定
期随访，进行生活指导及用药指导，为
其提供长期诊疗服务。

老人长期卧床，引发严重肠梗阻

市七院多学科团队标本兼治

62岁的吴大爷患慢阻肺已10多
年，长期使用药物治疗。前几年，他开
始使用一种二联药，效果一直不太理
想。得知市一院专家到三井人民医院
坐诊，他赶紧挂了号，吃过早饭走着去
就诊。来自市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的主任医师张秋娣仔细询问吴大爷
的情况，根据病情为他开了一种三联
药。两个月以后，吴大爷再次来到张
秋娣的门诊复诊，并连连表示感谢：

“用了这个药之后效果好多了！谢谢
你们，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这么方便
地看病！”

在呼吸疾病中，哮喘、慢阻肺、间
质性肺病等慢性疾病患者数量庞大，
慢病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中提出，提
高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病综合防治
能力，提升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和
干预能力，逐步建立完善慢性病健康
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推动防、治、康、
管整体融合发展。

与此不谋而合的是，多年来，市一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通过医联体等
方式，不断提升三井、薛家等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完善呼吸疾病分
级诊疗体系，为慢病患者筑牢慢病管
理网络。

去年12月，市一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与三井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建立
专科共建医联体，在畅通双向转诊绿
色通道的基础上，每周两次派专家前
往三井人民医院开设专家门诊，一名
专家长期驻点在联合病房，此外，还不

定期开展教学查房、讲座、培训等。
“一方面帮助我们规范对常见病的

诊疗，另一方面实现对危重病患者的托
底。”三井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呼吸内
科联合病房负责人刘健介绍，不到一年
时间，科室18名医护人员收获颇丰，诊
疗理念、临床能力都有了明显提升，“大
型肺功能检查是慢阻肺诊断的金标准，
市一院专家手把手指导我们怎么做、做
什么，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完成大型肺功
能检查300多例。”

前不久，三井人民医院呼吸内科获
评全国基层医疗机构呼吸疾病规范化
防诊治体系与能力建设项目优秀单位，
并成功创建为市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特色科室。市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专家们的付出，结出了累累硕果。

在守护本地市民“呼吸自由”的同
时，市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影
响力和辐射力也越来越大，由上海市
肺科医院牵头的“长三角间质性肺疾
病联盟”、由南京鼓楼医院牵头的“间
质性肺病专科联盟”先后发来邀请
函。今年10月15日，由省医学会呼吸
病学分会主办，市一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承办的第一届真儒肺癌高峰论
坛在常州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
广州等地的专家通过网络进行分享、
交流。

“以‘真儒’为名，旨在打造一个具
有常州特色的系列论坛，扩大我们在
全国的影响力，为更多患者带来更优
质的医疗服务，为健康常州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面对未来，市一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全体同仁满是憧憬。

市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致力于推进呼吸疾病从诊断到治疗的全流程服务——

守护每个人的“呼吸自由”
□本报记者 陈荣春
通 讯 员 刘华联 吴洁

国家 PCCM 科规范化建
设优秀单位、江苏省临床重点
专科、中国医师协会 EBUS 医
师培训中心、江苏省呼吸内科
专科联盟成员、常州市呼吸内
科临床质控中心单位……走
进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一个个金字
招牌迎面而来。

自1984年独立建科以来，
市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已走过 38 年，并实现了从“呼
吸内科”到“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的跨越。如今，科室门
诊 量 10 万 多 人 次/年 ，住 院
4000 多人次/年，多项技术领
先全省、影响全国，为常州及
周边地区群众“呼吸自由”筑
起坚强屏障。

2015年，865人次；2017年，1287
人次；2019年，1860人次；今年1—10
月份，1596人次……

一组连年增长的数据，显示了市
一院呼吸内镜中心开展内镜介入诊疗
的成绩，也浓缩着市一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锐意进取、敢于创新的成果。

呼吸内镜，包括支气管镜和内科
胸腔镜，通过它可以直接观察呼吸道
黏膜或胸膜腔的病变，因此又被称为
呼吸科医生的“另一双眼睛”。“从诊断
到治疗，从取病理标本到并发症的处
理，呼吸内镜在如今的呼吸疾病诊疗
流程中起到核心作用。”市一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翀介绍。

事实上，市一院对呼吸内镜的运
用早就先人一步：早在1950年就开展
气管镜检查，1984年又在常州地区率
先开展纤支镜检查和临床治疗。进入
21世纪，呼吸内镜技术更迎来新飞跃：

2013年，在国内率先开展超声小探头
联合测量技术诊断肺外周病变，作为
国内第一篇相关技术论文刊登在《中
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15年，面积约
500平方米的呼吸内镜中心投用，诊疗
人次逐年攀升……

由此，市一院呼吸内镜诊疗技术
（尤其是支气管内超声技术）始终处于
国内先进、省内领先水平；而得益于该
技术的不断精进，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在肺癌早期诊断、规范化诊治方面
长期走在省内前列，经皮氩氦刀及微
波消融等肿瘤介入治疗为众多患者带
来更高质量的生活。

以呼吸内镜为核心，市一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进一步强化专科能力建
设。立足疾病谱的变化和临床科研需
求，科室被细分为肺部肿瘤、呼吸介入、
呼吸危重症、慢性气道疾病、肺部感染、
间质性肺病、睡眠呼吸障碍疾病、肺血

69岁的刘大爷连续3天发热、咳
嗽，胸口有点闷，还咳了不少血。在当
地医院的建议下，刘大爷被家人送到
市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门诊，经
过验血、CT等进一步检查，医生将其
收治入院，并很快确诊为军团菌性大
叶性肺炎。

“这是一种以肺炎为主要表现的
全身多器官受累的严重性疾病，临床
症状重，容易出现呼吸衰竭，病死率高
达20%。”市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管淑红介绍，在临床上，这

种疾病并不多见，“我们科室一般一年
也就遇到一两例。”

刘大爷的病情发展迅速，很快出
现呼吸衰竭，医护人员立即进行抢
救，并进行气管插管术，通过呼吸机
帮助呼吸。经过10多天的对症治疗，
刘大爷的病情明显好转。出院时，刘
大爷的儿子给管淑红发来信息：“感
谢的话不多说，等我老爸找您复查时
当面致谢！”

刘大爷的脱险，展现了市一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在面对危重症时的

托底能力。
“没有危重症诊治能力的呼吸科

不是完整的呼吸科，呼吸病学应与危
重症医学‘捆绑式’共同发展，这是越
来越广泛的共识。”李翀介绍。对医生
而言，不仅意味着对各呼吸系统疾病
的诊疗，也意味着对其他系统疾患所
致的急性与慢性呼吸衰竭的救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早在
2000年，市一院就率先成立呼吸重症
监护病房（RICU），目前拥有16张床
位，拥有多功能呼吸机、无创呼吸机18
台，配备独立的医生、护士队伍，成为省
内最先进的呼吸重症监护病房之一。

历时22年，呼吸重症监护病房在

各种原因所致急慢性呼吸衰竭的抢救
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对各种插管、呼
吸机使用技术越来越成熟。据统计，
近3年来，呼吸重症监护病房共收治各
种类型呼吸衰竭患者1500余人，其中
机械通气1357人，机械通气成功率达
94.5%。

与此同时，市一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也成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坚强堡垒，在非典、H5N1、H7N9、
H1N1 流感等一次次战役中屡立战
功。近几年，除了战斗在本地疫情防
控一线，多名医护人员还赴武汉、黄石
等地，为当地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常州
智慧和力量。

管病等多个亚专科，将呼吸内镜运用得
更充分更细致更精准，为呼吸疾病患者
带来全面而优质的诊疗服务。

以间质性肺病为例。近年来，间
质性肺病发病率逐年升高，发病原因
较多，困扰着不少市民。间质性肺病

亚专科团队2名医生均具有多年间质
性肺病诊疗经验，并主持多项省市级
课题。得益于新近开展的硬镜技术，
可在硬镜下冷冻肺活检取病理标本，
破解了以往间质性肺病取病理的难
题，为精确诊疗提供良好基础。

以构筑网络为己任，助力基层慢病管理

以重症救治为抓手，提升托底生命能力

以呼吸内镜为核心，推动科室全面发展

本报讯（李青 孙镇江） 心脏突
然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正在开车
的吴女士心头一紧，急忙在路边停
车，拨打120后被送至市二院急诊。
经心电图检查，医生发现吴女士的心
率高达205次/分，为室性心动过速。
药物使用无效，吴女士血压下降，面
色逐渐苍白。

这已经是吴女士第六次发病，她
曾在国内多家著名医院就诊，但是每

次准备射频消融术进行根治时，术中
却诱发失败，只能放弃手术。市二院
心内科电生理团队经过讨论，决定趁
现在心动过速正在发作，为吴女士进
行急诊射频消融术。

在当前最先进的CartoC3 V7版
本标测系统的帮助下建模，主刀医生
很快就锁定了病灶，消融仅1秒钟，无
休止的室速就停止了，整台手术仅用
时1小时。术后第二天，吴女士就出

院了，心动过速不再发作，她狂奔的心
终于安静了。

市二院心内科纪元主任介绍，室
性心律失常是一种复杂的心律失常，
临床表现为突然出现心慌、胸闷、胸
痛、晕厥，需立即就诊，部分患者有生
命危险。射频消融术是目前根治心动
过速的首选方案。手术中，医生将一
根消融导管通过血管送入心脏，寻找
病灶靶心处，通过消融能量达到根治

心律失常的目的。通常，射频消融术
都是经过充分准备后择期手术，但是
室速术中不能诱发的话，往往只能放
弃手术。急诊手术往往需要更多的经
验、超强的技术，要在患者血流动力不
稳定的情况下，在最短的时间锁定目
标，完成手术。市二院心律失常团队
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平时练就了处
理各类复杂心律失常的能力，射频消
融年手术量600余台，居全省前列。

心率高达205次/分，六次发病难以根治

射频消融解决致命的“心动”

链接

本报讯（李青 杜蘅 蒋坚） 42岁
的李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近来开车
时特别容易打瞌睡，日前甚至开车撞
上了路边的绿化带，吓出一身冷汗。
正巧送货经过市四院，李先生便想着
到医院看看，是不是身体出了状况。
没想到，医生竟然说需要住院进一步
治疗。

原来，最近3年，李先生体重直线
上升，整整胖了40公斤，原本身高175
厘米、体重 70公斤的帅小伙变成了
115公斤的大胖子。体重上升不仅是

“帅不帅”的问题，还导致李先生行动
不便，运动量减少，白天嗜睡，晚上睡
觉容易憋醒。

市四院内分泌科主任赵江波为其
进行BMI指数计算，发现其BMI为
37kg/m2（肥胖的临床评估指标，我国
正常为 18.5—23.9kg/m2，≥28kg/m2

为肥胖），属于重度肥胖。鉴于李先生
白天嗜睡晚上容易憋醒，医生怀疑他
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建议他住院
进一步检查治疗。

经过专科检查，最终李先生被确
诊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而且其
夜间出现重度睡眠呼吸暂停，有猝

死的风险，急需临床干预。医生根
据李先生的情况，为其制定了经鼻
的持续睡眠正压通气治疗及减重治
疗方案。

赵江波解释：“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睡眠呼吸疾
病，大多数人表现为夜间睡眠打鼾伴
呼吸暂停，入睡快，频繁翻身，四肢不
自主运动甚至抽搐，部分患者夜间小
便次数增多，少数患者会突然憋醒而
坐起，感觉心慌胸闷、多汗，白天可出
现嗜睡乏力、头痛，部分男性患者可
出现性功能减退甚至阳痿。由于缺
氧和高碳酸血症，可引起高血压、冠
心病、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并发
症，以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甚至夜
间猝死，危害很大。”

赵江波提醒：“这类患者一定要
及时就诊，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减重治疗。同时，夜间睡眠呼吸
暂停可引起胰岛素抵抗加重肥胖，
进而可能会引起糖尿病及高血压。
例如肥胖患者体重难以下降、高血
压病人血压控制不佳、糖尿病病人
血糖难以控制等情况，均需要进行
专科治疗。”

重度睡眠呼吸暂停隐藏致命风险

3年胖了40公斤
开车撞上绿化带

1. 性别：男性得病率是女性的
2—8倍；

2. 肥胖：体重超标的人群危险
更大；

3. 颈围：男性大于 43 厘米、女
性大于38厘米者；

4.呼吸道梗阻：如鼻腔狭窄、扁
桃体肥大、咽部肿瘤、舌体肥大、舌
根后坠等；

5.服用酒精、镇静剂及安眠药；
6. 其他疾病：如甲状腺功能减

退、肢端肥大症、垂体功能减退等。

引起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危险因素

王锐 刘健 摄

①在呼吸重症监护病房查房
②呼吸内镜检查进行中
③在三井人民医院讲解肺功能报告的解读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