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园式医院，配备三甲人员

紧邻江宜高速、长虹路高架，绿树
成荫、环境幽雅，于2011年8月投建的
金东方医院，今年2月28日正式开业，
半年不到，已获得良好口碑。医院功能
布局合理，“一医一诊室”、“一医一病
人”，就医流程顺畅便捷，住院病房采用
宾馆式设计。

市二院向金东方医院派驻了一批
精兵强将，他们是金东方的学术担当。
同时，市二院每周派出60多人次的专家
团队到金东方坐诊、手术和业务指导。
目前，金东方开设23个专科门诊，科室
齐全、诊疗科目完善。住院病房设神经
与康复内科、肿瘤科、呼吸内科、心血管
内科、骨科、综合外科、创面修复专科共
7个专科三个病区。

副院长兼骨科主任刘瑞平博士是
骨科界的精英，作为“香港引进内地人
才计划”的他，去年底刚刚结束香港玛
丽医院之行，就着手市二院金东方院区
的建设，很多患者因他来到金东方，来
到金东方后纷纷反映，这里有常州二院
的医疗水平，交通方便，服务也贴心，环
境好，微创手术恢复快。

神经内科兼康复科主任曹音教授
是神经心理学界的翘楚，来金东方负责

康复医学后，曾获全国个人先进的她，
立志将神经心理康复的整合医学为百
姓造福！我市企业家张某（化名），因行
动迟缓先后到全国多家三甲医院就诊，
诊断为帕金森病。经过多次药物治疗
方案调整，效果仍不满意。5月来到金
东方，经曹音团队为其调整方案，同时
享受10天免费帕金森康复治疗体验，在
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增加物理治疗（重
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运动疗法和心理
治疗，整合的治疗方案第7天产生了疗
效，一度僵硬的手脚变灵活了，心情豁
然开朗。他很激动地说：“看了多少地
方，吃了多少药，都没有家门口的医院
好！又省钱又有效！”

三大技术中心与高端设备
完美结合，市内一流

康复中心：占地 400 多平方米的
康复区域，设置了运动治疗区、作业治
疗区、牵引理疗区、推拿针灸区、神经
心理康复（言语、吞咽功能及脑认知功
能）治疗区等，各区域配备有专业治疗
师；系列高端康复治疗设备，如减重步
行仪、智能主被动训练仪、三维步态分
析仪、经颅磁刺激治疗仪、虚拟情景训
练仪等种类齐全，在全市大型三甲医
院中独占鳌头。金东方对神经系统、

骨科疾病进行临床加康复的整体化治
疗，极大提高了患者回归正常日常生
活的希望！

心脏康复更是填补了市内空白，
在省内也处于领先水平，留学日本的
博士、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朱傲霜说，
心肺运动评估区、有氧运动区、阻抗运
动区、平衡柔韧训练室和体外反搏治
疗室内设备均为国际一线品牌，为稳
定性冠心病、心力衰竭、冠脉内支架植
入术后及冠脉搭桥术后患者的长期管
理带来了福音。

微创骨科中心：是金东方骨科的
特色，在老专家徐南伟主任和骨科主
任刘瑞平的带领下，特长显著，中心配
置了微创C臂机、微创椎间孔镜、骨科
牵引床C臂机等设备，可进行微创小
切口全髋、全膝关节置换术等手术，以
创伤小、出血少、愈合快等受到患者好
评。刘瑞平感慨，“对医院来说，微创
的意义不仅仅是运用了新技术，更体
现了医院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伤口治疗中心：市二院于2014年
11月由国际伤口治疗师韩云芳开设了
常州地区首家慢性伤口专家门诊，探索
出以伤口治疗师为主、多学科合作的新
模式，门诊病人已覆盖至上海、南京及
无锡、镇江等地。随着金东方医院的启

动，于2016年1日依托ICW（欧洲慢性
伤口协会）及中国创伤联盟等专业平台
开设了创面修复专科病房，开始了医护
治一体的慢伤治疗新模式。

参二级医院收费标准，
享三甲医院技术服务

尹某前不久在金东方做了一次头
颅核磁共振，缴费时以为价格搞错了，

“怎么便宜200多元？”原来，虽然金东
方的骨干医护人员均来自三甲医院，开
展的诊疗项目也移植于三甲医院，但收
费参照二级医院标准，且能刷常州医
保、武进医保卡。得知原委后，尹某感
慨，“性价比太高了，环境好，服务好，收
费真实惠！”

高起点，严要求。所有二院派驻金
东方的医护人员，同时在二院城中院区
以及阳湖院区出诊，三院区同时诊疗，确
保金东方医护人员技术水平与医院本部
一致，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二院金东方，民投公营的创新体
制，临床加康复的整合医疗模式，为保
驾百姓健康，探新路，出奇招，尽全力！

盛夏时节，金东方门口的湖滨大道
上，人来人往，车来车往，一路花开，一
路芬芳……

沈芸 李青/文 胡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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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二维码，赶
紧把你关心的问
题发给我们吧。

“

“

有 要说画画

民投公营，常州二院新举措

金东方医院一诞生就显新亮点
3.5亿元投资，4.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民投公营，配

备一批三甲医护人员的常州市二院金东方院区今年春
天诞生，不到半岁，它就亮点频现。

高瞻远瞩，市二院院长秦锡虎的蓝图中，金东方医
院，是一所以康复为特色的现代化综合医院，有望探索
出一条双赢的道路。而金东方颐养园理事长金建勇对
该院的定义则为：它将优化医疗资源，是专科齐全、专
家领头的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康复特色综合性医院。

对于金东方医院，您有什么疑问吗？扫文章末尾二
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号“悦动悦健康”，回复“金东方+您
的问题”，即有机会获得价值3000元的医疗大礼包，包
括帕金森病康复体验治疗、老年痴呆症康复体验治疗、
周围神经病变康复体验治疗、重复经颅磁刺激体验等免
费活动。关于您的提问，我们将在后续报道中回答。快
来参与吧！

“悦动悦健康”是常州报业
传媒集团推出的官方微信公众
号，以解读医疗卫生领域相关政

策，传递当下最热点的医学信息和本地卫生医疗新闻等内容
为主。我们会定期邀请本市各大医院知名专家，回答大家在
微信上的提问。

本期出场专家：市妇幼保健院妇保科护师袁静
读者提问：怀孕还不到16周，但已经感到几次疑似胎动，

觉得肚皮在颤，感觉挺明显的，但眼睛又看不出来，都是在肚
脐的左下方一点。请问如何数胎动？

专家解答：准妈妈们在孕期除了要给胎宝宝提供充足的
营养外，还要学习如何正确给宝宝数胎动，因为通过数胎动
可以了解胎儿是否安全。

孕早期，胎动不明显，很多孕妈妈不能明显感受到胎动，
然而到了孕28周之后，随着胎儿逐渐增大，胎儿力气、胎动幅
度也变大，医生建议从28周开始要有规律的数胎动。

孕28周自我胎动监测法：
1、计算固定时间内的胎动次数。测试开始：准妈妈每天

测试3小时的胎动。分别在早上、中午、晚上各进行一次。将
所测得的胎动总数乘以4，作为每天12小时的胎动记录。如
果每小时少于3次，则要把测量的时间延长至6或12小时。

2、晚饭后的测量(宝宝这个时候最活跃）。测试开始：准
妈妈在晚饭后7点至11点间，测量宝宝的
胎动次数，看看出现10次胎动所需要的时
间。如果超过3小时，胎动的次数达不到
10次的话，就需要尽快去医院检查。

3、累计白天的记录。测试方法：准妈
妈在整个白天，大约早上8点到晚6点间，
能够有10次胎动的话，就可放心了，这是
最简单的方法。

专家解答的完整版请见今日的“悦动
悦健康”微信平台。

7月29日至8月1日，市三院精心
组织75名医务人员和36名工作人员，
保障天宁区 470 名应征入伍人员的体
检工作。

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征兵体检

的体检信息直接录入电脑征兵体检模
块，由区人武部征兵办统一刻录，代替
了以往纸质体检表填报的形式，更加
确保体检工作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李文坚/文 史伟/摄

本报讯 7月18日住进产科，当
晚医生将球囊放进宫腔并注水，之后
开始阵痛，第二天早晨医生取出水囊，
下午成功顺产一名男宝宝。想起自己
半个多月前在武进人民医院产科亲身
经历的水囊催产，新妈妈倪女士仍感
到很新奇。

武进人民医院产科主任刘爱民介
绍，所谓水囊催产，就是对于妊娠足月

的产妇，从宫颈向宫腔内羊膜腔外放
置一个空水囊，水囊放置好后，通过管
子向水囊内加水。该方法的作用机制
是通过水囊对子宫颈和子宫下段进行
机械性压迫，对子宫进行刺激，使其在
发生节律性收缩的同时，刺激宫颈引
起垂体后叶反射性地增加内生缩宫素
及前列腺素的合成，从而达到催产的
效果。

“水囊催产可以缩短一半以上产
程。”刘爱民说，不少年轻产妇对分娩
较为恐惧，运用水囊催产可以明显缩
短产程，大大减少产妇待产及分娩过
程的痛苦。“产妇一般在放置水囊后的
第二天就可以顺利生产。”

由于明显缩短产程，产妇的体力
消耗减少，故产后精力充沛，体力恢复
迅速，内分泌活动协调，食欲良好，初

乳分泌早且乳量充足，保障了母乳喂
养，也利于新生儿生长发育。

对于产科医师来讲，则可以改变
以往无法计划及预测分娩时间的被动
状态，有助提高分娩安全系数。

武进人民医院产科自去年开展水
囊催产法以来，现在每月至少30个产
妇采用，反响颇好。

（薛莲 周茜）

本报讯 “加油，我看到你手指在
动了！坚持锻炼，你有可能恢复”，说这
话的是市四院神经内科主任徐雪芬，她
正在鼓励病床上的大面积脑干梗死的
患者进行功能锻炼。

目前，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都认
为，超早期溶栓是脑梗死治疗的关
键。如果在发病后6小时内进行溶栓
治疗，那么瘫痪的肢体就可能完全恢
复正常；相反，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
那么瘫痪肢体的恢复将十分困难，甚

至遗留下终身瘫痪。
患者孙某，今年77岁，家住新北

龙虎塘，6月26日早晨起床的时候，孙
某感到头晕、左侧肢体麻木、乏力、全
身出虚汗，并呕吐胃内容物，口齿不
清，被家人送到四院急诊抢救，急诊内
科医师傅颖考虑患者脑卒中，立即开
通“脑卒中绿色通道”，查头颅CT排除
脑出血。

同时医院神经内科值班医生朱文
博奔赴急诊抢救大厅会诊，综合评估孙

某的病情、发病时间、CT等情况，认为
老人有超早期溶栓治疗的指征。和家
属沟通征得同意后，神经内科与医院重
症监护室一起为孙某实施了“超早期溶
栓治疗”，密切监护他的病情变化。

经过溶栓治疗后，孙老目前生命
体征平稳，左侧上下肢也由完全瘫痪
不能动恢复到可以在床上平移。医院
团队为其制定了康复计划，尽可能降
低致残率。

“超早期溶栓治疗是全世界范围

内降低脑梗塞患者死亡率和残疾率最
有效的手段。”徐雪芬介绍说，“但是，
降低脑梗死致死率和致残率还是重在
预防，针对病因进行一级预防，同时早
期识别脑卒中也非常重要。”

徐主任还提醒，时间就是大脑，一
旦出现脑卒中早期症状，一定要及时
到医院就诊关系到患者的预后与康
复，市四院目前已经具备开展超早期
溶栓治疗条件。

（杜蘅 徐丹）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市中心血站
了解到，入夏以来，因气温逐渐升高导
致户外人流相对减少，使得我市街头献
血人数锐减，给原本就不“富裕”的市血
液库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库存量不足，
市中心血站每天还不断地接到全市各
大医院送来的急救用血审批单。为此，
血站工作人员呼吁广大市民能够伸出
援手，踊跃献血，挽救生命。

“从7月19日至8月1日，全市街
头平均每天仅有44人献血，献血量约
77个单位（一个单位=200ml），而市血
站每天供血量约达193个单位，已经
处于入不敷出的‘吃老本’状态。同
时，夏季日短夜长，温度不适、人们晚
上外出活动频繁等诸多因素，导致出
现喝酒、熬夜、睡眠不足等症状，万人
应急献血队伍血液检测合格率只能达

到65%。”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孙华
英副主任告诉记者，“一般来说，血站
每天无偿献血量需达到近 200 个单
位，才能满足临床用血。外伤抢救、大
出血、血液疾病等都需要用血，此前我
市一名产妇在抢救中就用了上万毫升
的血。目前库存正在急速下降了，国
家规定，应有15天的库存血量以防突
发事件，但我们现在最多只有6天的
存量了。”

据悉，为了改善“吃紧”的现状，即
使是近40度的“烧烤模式”，市中心血
站依旧坚持派出采血车，到乡镇、较远
的工厂，方便当地的居民献爱心。同
时，部分献血房车已开出“夜班车”，采
血时间延长至21点，让爱心市民有更
充裕的献血时间。

（李青 周欢欢）

本报讯 小儿腹中有巨大肿块，
需要开多大的刀口？日前，一位4岁
男童的巨大囊肿在市二院小儿腹部外
科通过微创腹腔镜手术被成功取出。
他身上被微创手术打的小孔，只有黄
豆和绿豆那么大。

7月初，许爸爸发现4岁儿子的肚
子里鼓了一个包，这可把一家人都急
坏了。许爸爸赶紧带儿子到市二院就
诊。经二院肝胆外科主任朱春富博士

仔细诊查后发现，患儿腹腔内有一约
成人拳头大小的包块，进一步CT检查
明确为腹腔内一直径约6.5cm的巨大
囊肿。“这么大的肿块，要开多大的
刀？”许爸爸一家人十分紧张。

市二院小儿腹部外科团队经过周
密的术前讨论，决定对小患者进行微
创腹腔镜手术治疗。“我们在小朋友的
肚子上分别打1个0.5cm、3个0.3cm
的小孔，利用小儿专用手术器械进行

手术。大约2个小时，囊肿被顺利与
粘连的胃壁、肠系膜分离。吸尽囊液
后，囊肿经0.5cm小孔取出。”朱春富
说，“手术后6小时小朋友就下地活动
并能吃东西了，术后第三天就顺利康
复出院了。”

朱春富介绍，既往小儿腹部手术
多采取开放手术的方法，切口大，术后
疼痛重，恢复慢，且腹部较大的疤痕可
能会在小儿成长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心

理影响。很多小儿腹部外科疾病可以
在微创下完成。目前市二院小儿腹部
外科已经完成腹股沟疝疝囊高位结
扎、阑尾切除、脐尿管囊肿切除、腹腔
肿块等多种微创手术。据了解，小儿
腹部外科门诊也已于8月1日正式开
诊。随着各项软、硬件设施的不断完
善，二院小儿腹部外科将不断提升水
平，为患儿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孙镇江 徐丹）

市四院开展脑梗死超早期溶栓疗法

医生提醒：脑梗死重在预防

听说过水囊催产吗？

武进医院产科新招每月帮到30多位产妇

你愿解生命之“渴”吗？

酷暑半月致我市血库入不敷出
血站现已开通夜班车，献血时间可至21点

市二院小儿腹部外科门诊开诊

拳头大的包块，从黄豆大的孔里取出来了

准妈妈如何数胎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