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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二维码，赶
紧把你关心的问
题发给我们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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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幼保健院儿保科肖海燕
读者提问：双11快来了，宝宝妈妈们都要开启“买买买”

模式了，那么，宝宝衣服该如何选择呢？
专家解答：宝宝衣物选择是有国际标准的，童装的安全技术

类别分为A、B、C三类，其中A类最佳，B类次之，C类属于基本
要求。婴幼儿纺织品（适用于<36个月范围）应符合A类要求。

肖海燕说，妈妈为宝宝选择衣物时需要对以下问题引起重视：
第一：查看童装标签，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衣服，婴儿的

衣服选择A类产品，衣服标签有说明。
第二：查看面料品质，选择纯棉衣物，婴儿皮肤嫩，容易

过敏，选择衣服材料时，最好选择纯棉的，贴身衣物化纤类面

料尽量避免。
第二：选择浅色服装，选择婴儿衣服时不要选择深色，因

为深色衣服容易掉色，婴儿可能舔咬衣物而把染料吃进肚
里，不利于健康。

第四：选择没有纽扣的衣物，没有纽扣的衣物可以避免
婴儿误食，同时衣服上的装饰物尽量少。

第五：衣物不能有异味，衣服存放久了
发霉或是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化学物质残留
都会刺激宝宝的呼吸系统，不利于健康。
新买的衣服应先洗一遍在太阳下晒干后再
给宝宝穿。

第六：松紧度合适，婴儿衣物要按宝宝
的胖瘦购买，避免买太紧的衣物，以免影响
宝宝四肢和内脏的发育。

专家解答的完整版请见今日的“悦动
悦健康”微信平台。

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优秀的行医者
有着常人难以达到的共情能力，他们是被疾病包围的
健康人，身在其中又不得不保持局外人的冷静和局内
人的悲悯。作为生死的职业摆渡人，他们的内心经历
着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他们的内心也需要修复。

在徐南伟内心，有一份遗憾成为了他使命感的驱
动力。“我曾经给一个颈椎病患者做了手术，术后一段
时间后出现了硬化症，2年后学术上才确认这叫‘脊
髓侧束硬化’，还没有好的治疗办法。多年后，这位患
者离去，家属抱怨是开刀引起的，虽然我知道这并非
是医疗事故，但内心依旧充满遗憾。每每想起，这都
是心里的刺，鞭策我要始终保持在医技上的进步。”

伤痛不仅来自这种医学上的不可控，还有每天
面对生死冲击的无力感。德安医院神经康复科护士
朱丽娟说，自1998年进入德安医院她就被分在老年
科，在与老人的朝夕相处中，了解他们的人生、家庭、
性格和爱好，感情越来越深。“年轻的时候我很难接
受死亡，照顾比较多的老人离去，我都会流泪。年岁
渐长后，能理性冷静面对生死。面对工作压力和患
者的不理解，我也只能内耗，靠看书、看喜剧来转化
心境。”

对于神经康复科副护士长张艳而言，更大的痛苦
来自为工作而无暇顾及家庭。“想要做一个好护士，基
本上是无法把身心投入到家庭中。我对孩子尤其亏
欠，她十岁生日那天，全家举行了比较隆重的生日宴，
我那天值班忙得晕头转向，过了饭点才猛然想起，急
忙赶到酒店，发现全家都在等，却没有催我，心里真是
……孩子平时很懂事，知道我工作辛苦，从不打扰。
可越是如此我越内疚……”

几乎和每个医务人员聊天，让他们抱有歉意都是
家庭。朱丽娟说，她累到回家什么都不想说，对待病
人有求必应，对待丈夫却不够宽容；顾中秋说，因患者
和医院要求急会诊的电话，晚上手机铃声经常吵得全
家都休息不好；徐南伟的门诊通常是二院阳湖院区门
诊三楼最晚熄灯的那间，打电话说不能回家吃饭，妻
子早已习惯。书籍中的哲学思想，运动里的身体放
松，是他们抚慰自己内心的共同方式。

如何让医护人员感受到人文关怀，我市也在努
力摸索中。

市卫计委制订专门方案，通过建立困难职工互助
保障机制，组建心理健康志愿者服务队，成立心理健康
服务站等，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市一院自2005
年至今，始终坚持邀请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包括著名国
学家钱世明、社会学家李银河、《辞海》编撰金文明、人
文学者王礼贤等，举办人文学术报告。院方认为，这些
人文讲座也许没有即学即用的功利性功能，却有“润物
细无声”的渗透；市二院成立职工心理卫生工作站，组
建具有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志愿者服务队，为职工提供
心理疏导和咨询服务；市儿童医院本着架设职工和子
女心灵沟通金桥的原则，组织职工参加形式多样的活
动，促进职工和孩子的情感交流……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止一位患者表达了改善医
患关系的渴望。他们说，如果医生得不到尊重和保
护，谁来给病人看病？患者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
医生。

每一点进步都令人欣慰，每一项探索都充满希
冀，让越来越浓烈的人文情怀，温暖着医与患，呵护我
们共有的健康家园。

赵霅煜 肖云 杜蘅 德宣/文 陈暐/摄

100年前，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上写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让人文情怀温暖医与患
21 世纪，人类医学发展到了史

无前例的高度，治病效率提高的同
时，“治病不治人”似乎也成为更安
全的选择，它带着“根除疾病就是一
切”的功利目标，忽略了病人身心的
痛苦和诉求。

在这种境况中，不少有识之士
开始对医学的本质做出反思，努力
要把医学重新拉回关注人的轨道，
常州医学界也在探索着可行路径。
2016年中国人文医院建设峰会日前
在常州举行，全国600位业内精英共
同讨论一个命题：“把‘以人为本’的
理念贯穿于每项医疗服务之中”。

同期，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秦
伯益也来常州作了文化讲座《呼唤
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从中国古代
医药先贤那挖掘人文内涵，提升医
务工作者对“大医精诚、医者爱人、
仁心仁术”的理解。

医学人文关怀从来不是一个抽
象的命题，它真实存在于很多常州

“特鲁多”的心里，与他们的职业生
涯相伴。在与患者的互动中，他们
没有丢失对患者的耐心，也始终怀
着善意和悲悯。人们赋予他们美
誉，却忽略了他们终归是凡人，光环
之外，“特鲁多”也有着困惑和伤痛。

医者德为先。在记者的访谈中，几乎
每一位医界长者都把医德视为自己职业生
涯中最宝贵的传承。

市四院呼吸内科主任顾中秋回忆，
1985年分配到四院时，普内科60张病床才
4个医生，繁忙的工作让他迅速从见习生进
入医生这个角色。“食堂吃完晚饭，又回到
科室工作，完全没有加班的概念。当时我
住在集体宿舍，平日很少回家，但患者及家
属的信任和尊敬，就是对医生辛勤付出最
好的回报。”

早年，急诊上遇见一个肝硬化腹水患
者，送来时消化道大出血，顾中秋和同事
们抢救了一夜。第二天，患者出血停止
了，但是出现了持续的呃逆，只得请中医
来会诊，可是所开方子中有一味药（柿蒂）
缺货，一夜未眠的他立即骑着自行车全城
寻觅，在临近下班时才从中医院药房拿
到。“能给别人提供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
难，还是很欣慰的。”遗憾的是那位患者还
是因病情危重去世，家属把亲戚探病时送
的一只老母鸡转送给顾中秋，他真诚的回
绝了。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旬，医患关
系非常纯粹。顾中秋说，病治好，患者的感
激真诚地写在脸上，是对医生最高的奖励；
治不好，患者虽遗憾却依旧报以信任，这是
对医生无声的煎熬和鞭策。

这并不只是顾中秋一个人的感受，同

样毕业于1985年的市二院骨科主任徐南伟
也非常怀念那段医患彼此信任、没有防备
的职业生涯。“医生并不是万能的，医学虽
然在不断进步，但每个时代都有他的局
限。过去，患者因不治身亡，家属都相信医
生一定尽力了，不会多加指责。而医生自
己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反思自己救治
过程中有什么可做得更好。这也是让医生
在谦卑、信任和尊重中前行的动力。”

徐南伟说，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急脾气，
做什么事情都雷厉风行，对下属非常严格，
年轻人都有点怕他。唯独面对患者，他能
够始终保持耐心和微笑，不急不躁。“那时
关心患者，从来没有上升到人文关怀的高
度，大家觉得理所当然，学校里老师教是如
此，医院里前辈做也是如此。”

徐南伟说，没有比言传身教更好的教
育方式，他年轻时有幸遇到两位医德高尚
的老师，受益终生。“一位是一院骨科老前
辈严东方，他治疗过程非常规范，骨科影像
只作为参考，他会亲自检查每一位患者的
身体状况再做诊断。另一位是华山医院手
外科主任顾玉东，1992年在上海进修时，
我跟他门诊，发现他检查手部会仔细到每
一块肌肉。”

老一代医生，从不高声对患者说话，永
远和颜悦色，对待患者的认真态度和规范
化操作深深烙在徐南伟心中，成为他一生
的行医准则。

医患关系为何变得紧张，很少有人可
以说透。不过，在德安医院神经康复科主
任焦素芹看来，患者对治疗效果的预期远
高于当前的医疗水平，又缺乏医学常识和
风险认知，这种巨大落差容易让患者产生
焦虑与失望，进而使医患的沟通变得不那
么容易。

焦素芹说，神经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有些患者刚来一周，家属就会抱怨没
什么进展；还有人会拿着网上找到的治疗
方案来指手画脚；护士教家属吞咽功能、
膀胱功能训练等康复知识，很多家属缺乏
耐心学习，结果导致患者无法在家中进行
有效康复。

“有个患者中风后吞咽困难，家属觉得
老人用鼻饲管难过，非要拔掉，医生护士多
次解释都没用，结果吃东西时呛到，感染了
肺炎。”因沟通无效让治疗成本提高，这对
医患双方都是种情感打击。焦素芹无奈，
这种状况只能用更耐心的倾听、更努力的
宣教来弥补。

这种落差，徐南伟也深有体会，他能体
谅患者得病的焦虑感，用倾听来安抚他
们。“我有个很有趣的病人，他是一位患有
退变性脊柱侧弯的70岁老人，第一次来门
诊，写了满满一页的治疗方案，也很专业，
问得特别详细。我为了照顾后面的患者，
就给他留了电话。后来他打了近2个小时，
有些话题其实是在不断重复。”

这位老人对疾病很焦虑，他想通过手
术把侧弯的脊椎弄直，但徐南伟认为他的
身体并不能承受这样的手术，在不断沟通
中终于说服了老人，做了微创手术对压迫
神经的骨刺进行了处理。最终结果老人很
满意，他也终于明白了医生不是逃避手术
风险，而是给他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人们对医学有一个误区，觉得什么
病都是能治好的，事实上医学研究越深
入，疾病越复杂，很多疾病医生无力回
天。”顾中秋说，有些患者送到医院时已
经是晚期，虽然积极进行治疗能延长患
者的生命，但是无形中也增加了患者的
痛苦，他们很可能在治疗过程中离世，既
没有把后事交代好，也会让没做好心理
准备的亲人备受打击。“这时治愈不再是
医生的目标，减轻患者痛苦才是医生更
应该做的。”

顾中秋说，临终患者处于半饥饿半脱
水的状态，体内的内啡肽分泌，会产生一
种愉悦感。这个时候很多治疗如输液会
破坏这种愉悦感。“这时我会劝家属不要
再做所谓的积极治疗，而是对症治疗，缓
解患者的痛苦，给生者死前最后的尊严，
让他们安详离去。通过良好的沟通，家属
基本上都能理解。”

陪伴家人走过生命最后一段时光，不
仅让患者死得有尊严，也会给患者家属带
来心灵上的慰藉。

言传身教
医德是杏林中最宝贵的传承

耐心沟通
人文关怀是缓解焦虑的良药

关爱医者
共建和谐温暖的
健康家园

宝宝衣物，您选对了吗？

“

本报讯 10月19日，常州市生活饮用水在线监测系统经
过半年多的试运行，正式投入使用。

常州市生活饮用水在线监测系统共设立了生活饮用水在
线监测点12个，分别是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市行政中心、彩虹
城、公园壹号、市公交集团公司、兰陵尚品、莱蒙时代、青枫公
馆、魏村水厂、西石桥水厂、西夏墅卫生院、市卫生监督所，在
线检测项目包括余氯、浊度、pH、温度、电导率和TOC。一旦
监测指标出现异常情况，系统能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信息，便于
卫生执法人员及时介入，准确采取应急措施，防止饮水安全事
故的发生。

随着该系统的投入使用，我市生活饮用水出厂水、末梢水水
质监测实现了从被动监督向主动预警的转变，大幅提高了卫生监
督效能，更好地保障了饮水卫生安全。这也是继全市生活饮用水
快检公示项目之后，卫监部门落实市政府“安心饮水工程”民生实
事、积极构建覆盖全市的饮用水快速检测和在线监测网络的又一
重要举措。

（喻瑞玉 沈芸）

本报讯 10月25日，一对夫妻从
武进区湟里镇赶到市七院，送来一面
锦旗和一封感谢信。原来，他们4岁的
儿子日前落水，是正在休产假的七院
护士李莉救了孩子。

10月 10日傍晚，李莉在家吃晚
饭，忽然听到不远处小孩急促的呼救
声。她连忙丢下碗筷，出去一看，发现
家门口的河中央有一个落水小男孩，
此时，小男孩的头还没有沉入水面。

“当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家里也只
有我和小宝宝两个人，我下意识地把怀
里的宝宝放在了推车里，丟了电话用最
快的速度冲了过去，我会游泳，必须把孩
子救上来。”尽管河水比较脏，但李莉当
时根本顾不了太多，一下就跳到了河里，
向河中央的落水孩子游去，游了四、五米
终于够到了孩子，此时落水的小孩已经
没有了呼喊声，面朝下开始下沉。

随后，闻讯赶来的孩子奶奶和李
莉的哥哥把落水孩子抱上岸，此时李

莉发现孩子脸色发紫，嘴唇紧闭怎么
喊也不出声，她赶紧把孩子衣服解开，
面朝下趴着拍打背部，没一会孩子吐
出了几口水，开始哭了起来。李莉陪
着孩子奶奶回家，并帮孩子洗了澡，见
孩子确实没事了，她才放心地回了家。

10月26日，李莉休完产假第一天
上班，才知道孩子家属送来了感谢信
和锦旗，她有些意外地说：“当时也没
有想太多，看见小孩落水，只想快点救
人。治病救人是我的本职工作，产假
在家也一样。这真的没有什么，我都
不好意思了，小孩没事就好。”

害怕家人过多担心，李莉甚至没有
跟家人说起救人的情况，只是安慰说自
己并没有感到不舒服，“屋后这条河到
底多深也不知道，河水比较脏，里面有
很多淤泥，平时大家都用来洗洗拖把什
么的，以前还淹死过一个人。家人担心
是肯定的，毕竟当时我还在休产假。”

（潘燕华 李青）

产假护士勇救4岁落水男童 我市生活饮用水我市生活饮用水
在线监测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在线监测项目正式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