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儿童医院举办先心儿童救治慈善公益推进活动

天使素描

护士甘彩芳在查看患者情况

专家提醒

爱佑童心 健康同行

群众路线·卫生践行

一百多年前，南丁格尔提着风灯巡
视在克里米亚战场上，用轻柔的脚步声
驱赶了夜的寂静与黑暗，给躺着病床上
的伤病员带来了希望。她的风灯是美的
化身，她也被称之为“提灯女神”。

今天，护士不用提着风灯巡视病
房，但她们依然是“提灯者”，她们用微
笑驱赶病痛，为患者点燃心灯，为患者
注入新的希望。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有
这样一位护士，不仅有着精湛的专业技
术，丰富的临床理论知识，更重要的事，
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在患者眼里，她就
是真、善、美的化身。

肿瘤患者的解语花

她是一名工作 20余年的资深护
士，从事临床护理工作以来，几乎所有
的时间是在肿瘤科室。众所周知，肿瘤
科的患者心理活动比其他病区的患者
要复杂的多，恐惧、焦虑、抱怨、愤怒、思

想负担重等等，甚至还会迁怒与医护人
员，所以说肿瘤科的护士不好做，当你
微笑迎接患者的时候，患者会想：“你是
在嘲笑我吧！”当你一脸严肃面对患者
的时候，患者一下子就崩溃了“难道我
的日子不多了？”她也曾被病人误解过，
也曾遭到病人的迁怒，拒绝她的治疗甚
至摔打过她手里的治疗盘，但她没有退
缩过，在一次又一次与患者交流过程
中，她慢慢地摸索出肿瘤的患者的心理
变化规律，在患者恐惧悲观的时候，她
就用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尊重患
者，真诚关怀，竭尽能力的满足患者情
感上的需要，她善于打游击战，她总是
先和病人的家属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
系，向患者家属灌输肿瘤治疗的新理念
和进展，然后和一起家属来向患者解释
病情，解除他们内心的恐惧。面对焦虑
的患者，她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如
文化素养、性格特点以及心理承受能
力，采取适当的方式让患者了解自己的

疾病，并通过耐心细致的行为诱导，使
患者情绪渐趋稳定，而面对现实。

她一直致力于为肿瘤患者营造舒
适安静的休养环境，同时也注重肿瘤患
者的心理护理，工作 8小时，她有 7个
半小时是在病房里的，她弯腰静脉穿刺
的时候，在患者的手臂上精挑细选，选
择最佳的静脉穿刺点，如果第二天她休
息的话，她挑拣的更认真，选择的却是
挑战难度最高的血管，她把容易穿刺的
血管留给了别人，只是为了减少病人的
痛苦；她在巡视病房的时候，不是简单
走过场，而是在每个床位前驻足询问，
“怎么样，今天感觉还好吗？”“来，我来
喂你吃药吧！”“床头还要摇高些吗？”她
在病房里总能及时发现患者的需要，有
时患者还没有开口之间，她就把一杯温
好的水端给了放疗回病房的患者。
记得有这样一位老人，九十多岁的

高龄，因肺癌晚期并发肺部感染而住在
她的床位上。老人痰液多却无力咳出，她
在安装电动吸引器的时候，她捕捉到了
家属犹豫的眼神，经过交流得知，家属不
想让老人经受电动吸引器吸痰的痛苦，
她连忙安慰到，电动吸引器是备用的，她
有的是办法帮助老人排痰。她每小时帮
助老人翻身拍背一次，随着她拍背的震
动，她鼓励老人咳嗽，一下，两下……，老
人将痰液咳到嘴里再也没有力气吐出来
了，她毫无犹豫的伸出手，将老人的痰液
抠出，然后帮助老人清洁口腔。老人的儿
女们很是感动，而她，却是一笑而过。还
有一次，她床位上收治了一个身患银屑
病的肿瘤患者，全身皮肤脱屑，连家属都
不愿意接近他，她没有躲避，在做好必要
的防护措施后主动为患者更换被服，协
助患者生活护理。她的耐心、细致赢得了
患者的认可，以至于她到了其他病区，患
者复诊的时候还要找到她所在的病区，
和她聊上几句。

她的科研梦

她是医院第一位肿瘤专科护士，这

是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通过自身的努
力换来的。她利用休息时间钻研肿瘤护
理学，涉及面非常广，不仅仅是单病种
的护理知识，而且还自学肿瘤营养学，
肿瘤心理学、肿瘤康复学等等。在放疗
科，很多鼻咽癌患者接受放射治疗后会
出现口腔咬合功能障碍，她查阅了大量
资料、向其他医院的同行请教，在放射
治疗科专家的指导下，自创了一套“鼻
咽癌放疗患者口腔功能锻炼操”，并不
余遗力地教会每一个鼻咽癌的患者，督
促他们进行口腔功能锻炼，自从有了这
套锻炼操，鼻咽癌患者接受放射治疗后
没有发生一例口腔功能障碍。

正是由于她虚心好学，善于发现问
题，而精于解决问题，医院培养她成为
护理科研小组的组长，她说“谁说科研
是医生的事，我们护理也可以做科学研
究”。她担任科研小组组长以来，已经开
展多项活动，帮助临床护理人员树立起
科研意识，帮助她们寻找科研课题，并
进行了科研课题立项比赛。

她愿终身做一名“提灯者”

她工作20余年，多次被评为院“优
秀护士”、“优秀带教老师”、“三星护
士”，“常州市百名优秀护士”等荣誉称
号，曾立下“三等功”，然而，她从来不满
足于此，在荣誉面前她总是淡淡一笑，
她说：“所有的荣誉是对过去的肯定，也
标志着我新的起点，虽然，护理工作在
很多人眼里是‘仆人的活儿’，但是我愿
意终身做一名提灯者！”

是啊！护理这份职业是普通、琐碎
与辛劳的。她与千万个护理姐妹一样，
工作中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在平凡中
收获成长、在辛劳中收获欣慰、在琐碎
中收获人生的价值。用心去服务，用爱
去服务，这就是四院放疗科护士甘彩
芳，一位平凡护士的真实写照，她在守
护肿瘤患者，为他们点燃心灯的同时，
也为自己的人生画上了美丽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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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人老珠黄、老眼昏花”就是
指人一老，眼睛也就会出问题了，各种老
年性眼病如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
干眼症、流泪症等常常困扰着老年朋友
们，严重影响着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
同时很多老人还患有一些慢性疾病如糖
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这些病会导致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血管阻塞、缺

血性视神经病变等使视力
严重下降，如同雪上加霜。

但是在临床工作中我
们常常发现很多老年人因
反应迟钝、行动不便未及
时就医，同时缺乏正确的
眼病防治知识，往往错失
了最佳治疗时机，导致眼
睛失明，最终生活在黑暗
之中。为此，为老年朋友们
普及一些眼病防治常识非
常重要，希望他们都拥有
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和幸
福的晚年生活。

白内障———最常
见的老年眼病

在我国，目前白内障
仍然是最常见的致盲性眼
病。所谓白内障，也就是人
眼中透明的晶状体逐渐变
得浑浊，就像没有擦干净
的玻璃一样，挡住人的视
线，导致视力模糊、重影、
畏光、眼前黑影，最终伸手

不见五指或仅余光感。
白内障早期没有特殊治疗，局部可

用一些眼药水和服用维生素类药物延缓
它的发展，但是最终还是需要手术干预，
而且手术是治疗白内障唯一的有效方
法。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白内障手
术基本都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微创超声乳
化术，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不必像

传统手术那样需等到白内障熟了才能手
术。相反如一味地等待白内障成熟，不
但使老年朋友们要长期忍受低视力给生
活带来的诸多不便，还可能因白内障逐
渐膨胀产生继发性青光眼，晶体过熟致
半脱位，使白内障手术风险明显增加，影
响术后视力的恢复。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最严重的老年眼病

糖尿病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也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慢性
疾病。糖尿病眼部并发症主要包括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并发性白内障、屈光度改
变、干眼症等，晚期可引起视网膜脱离、
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等严重并发症，导致
失明。当然通过控制血糖，及早、定期进
行眼科检查，可以有效预防、延缓糖尿病
导致的视力损害。

众所周知，糖尿病是终生性疾病，
迄今为止尚无有效的根治方法。随着
病程持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难免
的。因此，在内分泌科医生指导下进行
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使血糖得以控
制在正常范围之内，是延缓视网膜病
变发生和发展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方
法。一旦出现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时，可口服一些中药来疏经通络，软化
血管，改善视网膜血管的柔软性和弹
性。对于视网膜病变较重患者，可用视
网膜激光光凝及玻璃体手术治疗等措
施，来改善眼底供血，延缓病程，防止
失明。

青光眼———视力的偷窃者

青光眼是导致人类失明的三大致盲
眼病之一。最新资料表明我国盲人中
20%为青光眼所致，是仅次于白内障的
第二位致盲性眼病，青光眼是指眼压超
过一定限度，压迫视神经，造成视神经萎
缩、视功能损害的眼病。青光眼引起的视
神经萎缩，目前医学上还无法使它再恢
复功能，因此需要及早发现，及时治疗。

青光眼在民间也叫“青光瞎”，通常
分两类，一类是又红又疼的“暴发型”，发
作时可有眼睛红痛并伴有头痛、恶心、呕
吐、发热等症状，有的患者以为是胃肠
炎、高血压或感冒，自行服药治疗或漏诊
后做了相反的治疗反而使病情恶化，视
力难以恢复。还有一类是不红不痛，逐步
失明的“沉默型”，这类患者可以没有任
何症状，直至失明时才发现，也有的患者
有时感觉视物模糊，眼球胀痛、鼻根部酸
痛、雾视及虹视(看灯光有彩虹样光环)
现象，经过休息，这些症状可以消失，因
此病人容易忽视，以致失去早期诊治的
机会。到了晚期双眼视野（眼睛看得到的
范围）都缩小时，则可有夜盲和行动不便
等现象出现。

一旦确诊为青光眼，必须要明确此
病需终身治疗，定期复查。由于青光眼的
类型和临床表现不同，加之个体的差异，
使得青光眼的治疗错综复杂。大致可分
为药物治疗、激光治疗和手术治疗。早期
青光眼可用降压药物（局部滴药或口服）
治疗。如眼压不能用药物控制到正常，则
必须施行手术治疗。

“六一”儿童节上午，“爱佑童心
健康同行”先心儿童救治慈善公益
推进活动在市儿童医院举行。市慈
善总会常务副会长何祖大向第100
例困难先心患儿家庭捐助 22500
元善款，团市委副书记潘文卿回顾
了捐纸献爱心活动的历程，并对今
后的活动做了展望和倡议，常州慈
善总会、团市委和儿童医院就深入
推进先心患儿救助工作签订了《协
议书》。

儿童医院作为先心救助定点医

院，5年来，成功手术救助先心患儿
100例。接受救助年龄最小的孩子
仅为出生后22天。第100例受助孩
子晨晨刚出生就查出有先天性的房
间隔缺损和室间隔缺损，现在7个
月了，体重却只有6kg。5月29日
下午，晨晨接受了先心手术，手术非
常顺利，目前正在康复中。

当天，副市长张云云也出席活
动，为孩子们送上祝福，并和南通大
学校长程纯为“南通大学儿童脑认
知与行为医学研究所”揭牌，市卫生

局局长陈建国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
学院刘卿博士为“儿童心理研究实
践基地”揭牌，市医疗急救中心主任
秦国良、儿童医院院长蔡正茂为“常
州市儿童急救分站”揭牌。

活动现场，医院小儿外科做了
技能展演，曾经接受过手术的先心
孩子们在心脏科做了全面的体检。
西藏民族中学的学生和 24中的小
记者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参观医
院，医院还为生病的孩子们送上了
节日的礼物。 钱群华

市卫生局党委按照省、市委的部
署要求，认真做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活动学习教育环节“回头看”工作。一
是看学习教育是否学深学透、入心入
脑。根据市委组织部的统一安排，下
发了《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
编》、《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论述摘编》等教育读本1000
余本，组织党员领导干部继续读原
著、学原文、悟真理，促使党员干部学
深学透，群众观点入脑入心；二是看
听取意见是否深入广泛、聚焦四风。
在走进基层、深入群众自己找、群众
提的基础上，主动请分管市领导点问
题，帮助查找分析卫生系统在思想作
风、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继

续深化“三解三促”活动，深入推进结
对帮扶的溧阳社渚镇王家村金银花种
植项目，近期拟组织机关干部赴溧阳
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活动；三是看立改
立行是否同步跟进，迅速有效。召开
局党委会，对参加教育实践活动的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反映的问
题进行梳理，向党委委员通报市委督
导组对局领导班子前阶段征求到的部
分意见建议，初步明确整改方向。四
是看学教活动是否结合实际，服务群
众。进一步落实“卫生惠民十大举措”，
对列入市政府重点项目的基建工程进
行现场督查，到浙江东阳、苏州等地区
学习医改先进经验，确保各项工作实
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卫生

查漏补缺 夯实基础
"""市卫生局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环节#回头看$

———记常州市优秀护士甘彩芳

点 燃 心 灯

常州市中医医院眼科主任彭仕君

老年眼病需重视
避免失明早防治

“志愿者在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
人时也在收获着快乐。”5月30日下
午，主题为“志愿花开红胜火”的常州
市卫生行业道德讲堂总堂第二期在
常州卫校举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文明办主任陈志良，市卫生局党委
书记王莉、党委副书记何小茜出席会
议。本次活动由常州市中医医院承
办，卫生局直属单位的分管领导和医
务人员200余人参加。

本次道德讲堂活动由唱歌曲、学
模范、诵经典、表先进、宣倡议、发善
心、话勉励、送吉祥八个流程组成。卫
生局党委书记王莉为中医院“十佳志
愿之星”颁发了奖励证书，优秀志愿
者代表、援疆医生李小龙向全系统天
使志愿者发出志愿服务倡议，先进人
物的善举感动了在场的观众，大家纷
纷表示要响应倡议，更积极更主动地
参与到志愿服务中去！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

任陈志良对此次活动进行了点评和总
结，他充分肯定了本次道德讲堂活动
环节精彩、主题精准、准备精心。随后
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对志愿服务的理
解，陈主任认为志愿服务是实现个人
价值、实现单位行业繁荣发展、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中国梦的必由之
路，并就今后卫生志愿服务的规范化
建设提出，各单位要从组织化、制度
化、社会化、专业化、品牌化这五方面
入手，深入推动天使志愿服务持续健
康发展。

目前，常州市中医医院建立了研
究生健康宣讲团、劳模保健党员在线、
关爱空巢老人、门诊导医服务、控烟劝
导等十大志愿服务形式，从2008年
至今，志愿者的人数由最初的70人
扩展到现在的300多人，医院的志愿
者活动实现了由志愿之花月月红向志
愿之花处处开的转变。

卫生

市卫生局举办卫生行业道德讲堂第二讲

6月4日下午，市卫生局在市第
一人民医院学术报告厅举办《儒学概
说》专题讲座，特邀原新疆社会科学
院院长、新疆党校正厅级调研员邵纯
教授作专题演讲。

邵纯教授从人文学者的角度给
大家讲述儒学发展的漫长道路、阐述
了儒学的要义、简述了儒学的糟粕，
指出当今社会“三纲死了、五常活
着”，并赋予“五常”新的时代内容。邵

纯教授将儒学源远流长的文化,博大
精深的理论,讲述得平易近人，便于应
用，对于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本职工
作，推动卫生事业的发展有着现实的
指导意义。

本次专题讲座为年度菜单式选学
的第四讲，局属各单位领导干部、后备
干部、职工代表和局机关工作人员约
200人聆听了讲座。

卫生

市卫生局举办《儒学概说》专题讲座

学生吃得是否营养、健康，牵动
着家长的心，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
题之一。2014年 5月 20日是第 25
个中国学生营养日，常州市7个辖市
（区）疾控中心围绕“树立食育理念，
促进学生健康”主题，积极做好本次
宣传活动。

学生营养问题是卫生部门和教
育部门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疾控人
员走进校园开展现场宣传，配合各个
学校采取宣传栏张贴海报、制作PPT
现场讲座、填写学生营养知识态度及
行为调查问卷、发放营养知识宣传
单、学校广播宣读营养健康知识、校
信通向家长传授学生营养科普知识

等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培养健康饮食

习惯的关键时期，如果在这阶段对孩
子进行必要的健康教育和合理的饮食
行为干预，营造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
适宜环境，可以让他们形成正确的饮
食观念，从小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并
持续影响一生。学校是儿童青少年最
重要的生活和活动场所，营造学校的
健康环境是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工作
的重中之重。本次宣传活动，推动和
促进了师生们对食育、对健康的认识，
对引导学生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和良
好的饮食习惯，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
作用。 疾控

着眼未来，从关心孩子的营养开始
%""常州市积极开展第

"$

个中国学生营养日宣传活动

5月30日上午，常州市妇幼保健
院保健党支部举办了“凝聚微力量，
点亮微心愿”六一联谊会，院党委张
晨书记、王秋伟副院长、蒋健副院长
及各党支部、新筛实验室、检验科青
年文明号和保健科室代表分别为小
朋友们赠送了六一“微心愿”礼物，蒋
健副院长发表讲话。

苯丙酮尿症 (PKU)是世界上近
7000种遗传病中少数几个可控的病
种之一，因不能食用鸡鸭鱼肉等含蛋
白质的食物，被称为“不食人间烟火”
的孩子。为了能让这些特别的天使和
其他小朋友一样过一个快乐的儿童
节，常州市妇保院保健党支部发起了
“凝聚微力量，点亮微心愿”活动，共
征集到19名PKU儿童的六一“微心

愿”。短短2天，电烤箱、地球仪、拉杆
书包、电动汽车、爬行垫……等19个
心愿就被党支部、保健科室、青年文明
号集体等认领一空，医院还特地为每
个孩子赠送了一份价值 300元的特
食，累计捐赠金额达到了一万余元。
联谊会上，院领导和捐赠个人及科室
将精心准备的心愿礼物一一赠送给孩
子的家长，还邀请热心家长为孩子们
制作了精美的低蛋白生日蛋糕，安排
营养师和厨师共同为孩子制作特食饺
子皮和饺子馅。当看着孩子们争先恐
后地品尝低蛋白蛋糕、津津有味地吃
着医务人员和家长们共同包的特食饺
子时，在场的每位医务人员和家长都
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霍小亚

市妇保院为苯丙酮尿症患儿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