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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课堂

专家谈病

特色专科

36岁的梅梅（化名），7年前婚检时
查出梅毒，此后经过治疗自愈，5年前意
外怀孕，按江苏省统一标准，2年内梅毒
没有复发，RPR检查呈阴性，属于不再
严控的潜在患者，好在梅梅很幸运，掌
握她信息的钟楼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一直以高于全省标准的、对
梅毒病毒监测更精准的TPPA检测方
法跟踪，还经常打电话询问，结果，在梅
梅怀孕7个月时，梅毒复发，该中心立刻
指导，所幸经过后期治疗，小婴儿得到
了及时医治，避免了更大悲剧……

类似这样细枝末节的服务，在钟楼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日常，
十分平常。沿运河而建的这幢高楼，承
担着钟楼区妇女、儿童的健康保障工
作，该中心将保健和临床相结合，形成
了以区中心为龙头、各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为支撑、社区责任团队为基础的
区、街、社区三级妇幼卫生服务网络。

前不久，“江苏省妇幼健康优质服
务示范区”称号落户在钟楼区，承担该
区妇幼健康大量工作的钟楼区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韩波难掩兴
奋，“这个荣誉是对大家以往工作的肯
定，也是鞭策我们以后更努力地服务好
大家。我们顺应时代，不断调整工作方
向，以前大家更关注的是医疗，怎么去
治疗，生了病怎么治，如今我们把更多
的精力放到保健、预防这块，从卫生经
济学的角度来讲，保障了卫生经济效益
的最大化，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健康。”

政府主导，自上而下

钟楼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的诸多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得益于区
政府的大力支持。

每年区政府将妇幼健康工作列入
全区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科学
谋划，落实责任，将妇幼保健机构体系
健全率、孕产妇死亡率、婴儿出生缺陷
发生率等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指标，
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和财政增长
机制。

去年，全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经费68元，区妇幼卫生事业经费占比
6.8%，区财政用于18岁以上妇女及7岁
以下儿童的卫生保健工作经费人均不
低于3元。同时，市、区财政共同保障参

保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全区每年
2.5万人，人均128元/人，投入新婚人员
及孕产妇艾滋病筛查（人均40元）和婚
前检查专项经费共计41.6万元。

钟楼区将妇幼健康工作纳入全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规划先行，
区各相关部门合力推进，同时加强舆论
引导，取得社会支持。如，发改部门将
妇幼健康事业列入全区社会发展规划
和年度工作计划；人社部门落实妇幼保
健机构编制，督促企事业单位定期组织
职业妇女到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两癌、妇

女病普查；教育部门明确规定健康检
查、卫生消毒及隔离、卫生保健登记等
为一票否决项目；妇联经常组织开展女
性健康促进活动；民政部门与卫计部门
联合实施免费婚检“一站式”服务；宣传
部门多次组织专题报道……

中心落实，长效服务

“是‘两癌’筛查把我从鬼门关上拉
了回来！”对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组织的妇女“两癌”筛查，年过六
旬的冯某至今感激不尽，当年她怎么都

没想到自己会患上癌症，所幸检查后随
即接受了手术和化疗，恢复效果不错。

除了妇女的“两癌”筛查工作，区妇
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还与市妇幼
保健院、区疾控中心协作，实施艾滋病
防治项目，全区孕产妇艾滋病病毒筛查
率达100%，婚前人群艾滋病病毒筛查
率95.6%；设立全省首家紧急避孕求助
中心，开通了24小时免费求助热线；建
立孕妇学校；指导、督促全区27家托幼
机构全部建立并落实卫生保健制度，全
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合格率达100%；

此外，积极探索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防
治措施，建立了以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主
体，专业医疗机构为补充的出生缺陷防
治服务网络，重点推行免费婚前医学检
查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制度，加强
孕产妇营养指导和干预，规范产前筛
查、产前诊断，加强新生儿出生缺陷筛
查工作，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还
探索医疗联合体建设，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一起，重点打造了一些特色专科，
如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市第
一人民医院合作，共建妇产科特色专
科；新闸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市第
三人民医院共同开展盆底疾病诊治专
家门诊；钟楼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与市妇幼保健院开展乳腺炎诊治
专家门诊，切实提升了社区医院诊疗服
务水平，互惠共赢。

因为各项服务为广大妇女儿童谋
取福利，贴进家庭、贴进社区、贴近群
众，群众对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工作的满意率达98%。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以往，钟楼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已收获多项荣誉，“全国基层中
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省妇幼卫生先进
区”、“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区”、“省人
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先进集体”、“省社区
卫生服务先进区”、“省慢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如今，荣誉再次加码，“妇幼
健康事业是人类最美好的事业，现在国
家提出大健康意识，在我们有限的医疗
环境当中，怎样给妇女儿童尽可能提供
更多贴心的服务，是机遇也是挑战！”

姜冬娟 恽旭雯 沈芸

11月22日是今年二十四节气中
的小雪，当天我市也迎来2016年入冬
以来的第一场雪，就在第二天，因“脑
中风”来到市三院神经内科就诊治疗
的病人骤然增多。

脑中风即脑卒中，是目前我国危
害性最大的疾病之一，也是导致人口
死亡的首位原因，同时还是成年人残
疾的首要原因。冬季，人们不约而同
地减少了户外活动的时间和频率，为
了抵御寒冷，还摄入更多、更高的热
量。由于昼夜、室内外温差大，血管的
舒缩功能也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多
种因素，使得冬季成为脑中风的高发
季节，加之前几天气温“跳水般”骤降，
脑中风的发生率也猛然升高。

在血液和氧气的供应上，脑细胞

就像一个“纨绔子弟”：好吃——对血
液和氧气需要量大，而且须臾不可离；
懒做——它既不制造、也不储存能量
和氧气，完全依靠脑血管一刻不停地
供应。一旦出现脑中风，脑血供发生
问题，只要超过6小时，脑细胞就会因

“断粮”而死。因此救治脑中风，关键
在争分夺秒，做到早识别、早治疗！

但鲜为人知的是脑中风这毛病有
时也像温水煮青蛙，并非顷刻间使人
半身瘫痪。也许一开始只是半边身体
感到无力、麻木，又或者只是有些头
晕、喝水呛咳，患者就抱着“再看看，兴
许休息一下就好”的想法而错过了最
佳治疗时间。其实脑中风的早期表现
多样，如突然出现原因不明的头痛、头
晕、视物旋转；突然出现的肢体、口舌、

眼球运动障碍；突然出现肢体麻木、视
物模糊等感觉障碍；突然意识不清、言
语不清或理解困难……

如何简单识别？经反复研究和
实践，市三院神经内科建议将医疗急
救电话号码1-2-0作为一个可以方
便记忆的中风快速识别工具，代表“1

看1张不对称的脸，2查手臂是否有
单侧无力，聆（零）听讲话是否清
晰”。怀疑是中风者，宁愿抱着“宁肯
信其有”的心态去医院看神经内科，
由医生判断，也不要因延误诊治而抱
憾终身。

刘蓉怡 王思鸿

本期专家：
第102医院心理科副主任隋云川，

精神医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中国心理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青
年委员

心理档案：
“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在第

102医院心理科门诊，陈先生一开口便
长吁短叹，经隋云川耐心引导，许久，才
打开话匣子。陈先生是一名教师，40岁
刚出头，工作以来兢兢业业，无论是平
时工作还是参加大项任务，完成都很出
色。由此他不仅受到学生家长、同事们
的赞赏，更逐渐受到校方和上级领导的
关注，并作为重点骨干进行培养。但他
也因此感到压力无比巨大。有次一名
优秀学生参加市级竞赛，大家都认为万
无一失，结果却名落孙山。作为指导老
师，陈先生陷入自责，情绪低落到极
点。“上班时和同事闹嘴，回家后和我都
不想说话。”陪同看病的妻子和医生说，
这种情况已持续将近半年，期间他对任
何东西不感兴趣，严重失眠和厌世，痛
苦不堪。最终，陈先生被确诊为抑郁
症，接受住院治疗。

专家分析：
隋云川介绍，在心理咨询过程中

发现，陈先生的根源性问题在于他的
性格，对自己要求过高，自我认识不到
位，且遇到挫折时不能合理对待，情绪
低落时又得不到合理宣泄，所有事情
都往坏处想，严重时认知功能损害，记
忆力和注意力均下降，耐性不足，意志

消沉，不愿与人接触交往，最终发展成
抑郁症。

一些职场上的白领尤其是教师、
企业高管、医务人员等，长期处于压力
大、节奏快的精神紧张状态，有些人由
于性格原因，过高要求自己，对自身定
位又不准，遇事总看消极一面，过于敏
感、爱挑剔、容易对自身或环境产生不
满，从而在同事或家人面前也时常表
现为不满的状态，甚至言语伤人。而
抑郁症，确实和人的性格有着一定的
关系，当现实与内在需求存在差异时，
长期压抑，得不到合理宣泄，出现一些
诱因时，就容易发展成抑郁症。

专家支招：
工作和生活中难免遇到各种烦心

事，使我们的情绪变坏，如果经常被坏
情绪困扰而不能合理地去调适，时间
久了就容易产生抑郁症状，也有人称
之为心理亚健康。

职场上的坏情绪大多是通过抑郁、
焦虑、失眠或躯体不适等形式表现出
来，改变这种坏情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
心理疏导。一方面，发现自己心境低落
时，要对自身有正确的评估，改善认知，
合理宣泄，充分相信和接纳身边的人。
同时降低心理预期，积极自我暗示，增
强抗压能力。另一方面，如果心境低落
持久得不到好转，已经不能正常工作或
生活时，要积极寻求帮助。其实，抑郁
症状并不等于抑郁症，要转变观念，早
期的抑郁症状并不需要服药或住院治
疗，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一般都能得
到解决。而部分人不能正确面对，导致
病情迁延加重，容易发展成为心理问题
甚至精神疾病。

王之辉

钟楼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荣誉加码，责任加倍
——写在钟楼区荣获“省妇幼健康优质服务示范区”称号之后

气温骤降，中风多发，早识别是关键

徐老伯（化名）75岁，只剩下两颗
牙——一颗晃晃悠悠的蛀牙和一个牙
根，装过几副假牙，但吃饭时都戴不稳
当，容易掉下来，严重影响咀嚼。有的
医生建议将残牙、残根拔除，全口种植
牙修复。可徐老伯年事已高，经济条
件也难以承受。

上个月，徐老伯来到市口腔医院
修复科寻求帮助，检查发现，由于缺牙
时间长、又有慢性炎症，加上长期佩戴
不良的修复体，徐老伯牙槽骨的条件
已经相当的差，如安装传统的全口假
牙，必然固定差，难以使用。经研究，
医生最后决定用安装精密附着体义齿
的方法解决。

精密附着体是一种嵌锁型固位装
置，一部分固定于基牙，一部分与基托
或桥体相连，起固位、支持、稳定作用，
而其中的套筒冠有固位力强，能承担
更大咀嚼压力、咀嚼效率高、对基牙稳
定性要求较低，有一点松动的牙齿也
可选用。

医生将徐老伯残存的牙齿及牙根
经过处理，采用非贵金属柱形套筒冠覆
盖义齿修复技术，给徐老伯安装了全口

假牙。现在，徐老伯吃饭假牙既不晃动，
更不掉下来了，嚼东西没问题。“过去想
吃而不能吃的东西，现在基本上都能吃
了。”徐老伯笑着说，露出一口白牙。

创建于1985年的常州市口腔医
院修复科，已经成为集医疗、教学、科
研为一体、常武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口
腔修复专科，每年诊疗省内外患者达2
万人次。科室全体人员秉持“以患者
为中心”、“全心全意服务患者”的理
念，紧盯世界先进口腔修复技术，紧跟
国际口腔修复医学发展潮流，主动学
习，广泛交流，引进和开展了先进的数
字化印模技术、数字化导航种植导板
技术、德国 CEREC（瓷睿刻）CAD/
CAM嵌体及全瓷牙制作技术、牙列缺
损的各种覆盖义齿修复技术（如下颌
无牙颌全口覆盖义齿即刻负重修复技
术、非贵金属柱形套筒冠覆盖义齿修
复技术、无牙颌的种植覆盖义齿修复
技术等），还采用与国内外先进水平同
步的修复材料和技术，开展微创美学
修复、颌面缺损修复、多学科联合修复
等项目。

此外，还开设了许多特色医疗项
目，包括全牙列咬合重建治疗、前牙全
瓷美学修复治疗、颌面部缺损的赝附
体修复，以及3M-LAVA全瓷修复、
维他灵支架义齿修复等。传统修复项

目水平，同样因新技术的引进引用得
到大幅度的提升，如精准的无牙颌印
模制取：采用二次印模法取模，最大程
度达到镶牙后减少调整次数，增加密
合度；哥特式弓取水平关系，准确取得
水平颌位关系，提高全口义齿咬合稳
定性，提高假牙的使用舒适程度；舌侧
集中牙合应用，大幅度改善牙槽嵴低平
患者的咀嚼效率和佩戴舒适度；使用
钛基托、维它灵基托，提高义齿的安全
性、舒适性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患者以
最好的服务”、“打造一副最适合患者的
假牙”。完美达成这一目标，靠的是科
室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修复科主任张仁国博士说，匠人精
神是一种对自己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
精的精神理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需要弘扬“匠人精神”，做
好口腔修复工作，同样需要弘扬“匠人
精神”，要让“匠人精神”薪火相传。

张仁国说，口腔医学是一门实践
性和动手能力很强的科学，是医学知
识和动手技能高度统一的职业。因
此，口腔诊疗水平的提高，需要“匠人
精神”的回归和支撑。要练就一手过
硬的口腔治疗与操作技术，需要“凝神
屏气无言语、两手一心付案牍”的专
注，需要“不因材贵有寸伪，不为工繁
省一刀”的严谨，需要“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的创造，只有对自己产品
有着止于至善的追求，兢兢业业、苦心
专研，才可实现从99%到99.99%的完
美跨越，这也是口腔医学人坚守初心、
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

顾静怡 口医宣

殚精竭虑 只为打造一副最适合患者的假牙

专科介绍

常州市口腔医院修复科 创建
于1985年，目前已成为集医疗、教学、
科研为一体的常武地区最具影响力
的口腔修复专科。科室每年诊疗省
内外患者达2万人次。现有临床技能
型博士1人，硕士3人，高年资修复医
师多名，并构成了高、中、初级三级医
疗人才梯队，目前承担着南京医科大

学、安徽医科大学、皖南医学院等五
所医学院校的学生实习带教工作，多
次获得荣誉称号。

科室采用与国内外先进水平同
步的修复材料和技术，开展微创美学
修复、固定修复、活动修复、颌面缺损
修复、种植修复及多学科联合修复等
业务项目，以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

王思鸿 市三院神经内科主任，主
任医师，教授，国家级心理咨询师；市医
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行为身心学会
委员；市医学心理学会常务委员；市医
疗事故鉴定专家组成员；世界中医联合
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省中
医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和心理咨询工
作三十余年，擅长对脑血管病各种危险
因素的处理和脑出血、脑梗死、脑供血
不足等神经疾病的诊治。可熟练施行
全脑血管造影术及颅内血管支架成形
术，擅长失眠症、抑郁症、焦虑症等各种
心理问题的治疗和咨询。

专家介绍

职场坏情绪积压久了或致抑郁症

一到冬天，因为碰到气温及湿度
低、气压高、风速大的天气而被冻伤，
时有发生。如果在寒冷的环境中逗留
时间过长，不仅会发生皮肤损伤，还有
可能引起全身性的疾病，如心脏病、脑
中风、流感、冻疮、关节炎等。因此，懂
得冻伤自救知识极为重要。

很多人认为冻伤后可以通过烤火
来复温，影视剧中常出现救治者用雪
在冻伤患者的身体上摩擦的镜头，这
些做法都是错误的。冻伤严重时，既
不能用雪摩擦，也不能用毛巾用力按
摩，更不能用火烤，否则会使伤口糜
烂，部分组织损伤，且不易愈合。

一般来说，全身性冻伤发生率不
高，在户外旅游或徒步运动发生的都
是局部冻伤。所谓局部冻伤是指，在
0℃以下缺乏防寒措施的情况下，耳
部、鼻部、面部或肢体受到冷冻作用发
生的损伤。

局部冻伤者如何急救？
迅速脱离寒冷环境尽快复温。把

人浸泡在40-42度的水中，浸泡期间

要不断加水，以使水温保持。待身体
复温后停止浸泡。局部用水或者肥皂
水清洁后用冻伤膏。二度以上冻伤，
需敷料包扎好。皮肤较大面积冻伤或
坏死时，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类毒素。

急救医生提醒，一旦冻伤发生，就
地自救的同时，应及时拨打120送医，
避免伤情恶化。

宣萱

长时间受冻
可能引起全身性疾病

一度冻伤：表现为局部皮肤从苍
白转为斑块状的蓝紫色，以后红肿、发
痒、刺痛和感觉异常。

二度冻伤：表现为局部皮肤红肿、
发痒、灼痛。早期有水泡出现。

三度冻伤：表现为皮肤由白色逐
渐变为蓝色，再变为黑色。感觉消

失。冻伤周围的组织可出现水肿和水
泡，并有较剧烈的疼痛。

四度冻伤：伤部的感觉和运动
功能完全消失，呈暗灰色。由于冻
伤组织与健康组织交界处的冻伤程
度相对较轻，交界处可出现水肿和
水泡。

冻伤分级

秋冬天气转冷，早晚温差较大，高
血压患者容易出现血压波动。事实上，
血压不仅仅对血管本身有影响，还对其
他器官和组织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严
重时甚至殃及生命。例如主动脉夹层，
就是高血压最凶险的并发症之一。

人的主动脉血管壁是由紧贴在一
起的三层组织构成，如同它的三层“衣
裳”。长期血压增高，对主动脉血管壁
压力负荷加重，血管壁有极大可能受
损，弹性变差，主动脉扩张或破裂的风
险也随之增加。当血压突然升高时，血
流很容易撕裂最里面两层“衣裳”，形成
主动脉夹层。主动脉夹层是大血管疾
病中最危重的病症，发病急、预后差、死
亡率高，且近年来发病有年轻化趋势。

主动脉夹层发病来势汹汹，突发胸
痛和/或腰背痛，很多人第一个会想到
心肌梗塞，但其实也有可能是发生了主
动脉夹层。临床上有90%的主动脉夹
层患者首发症状为突发、持续、进行性
加重的剧烈胸痛，常在做某些动作时出
现，如提重物、打篮球，激动甚至打哈
欠、咳嗽、用力排便等动作也可诱发；此
外天气骤冷等原因，也会造成血管突然
收缩，血压波动大，诱发其发生。

由于主动脉夹层很隐蔽，只有等到
它发病了才能被发现，而其危险系数又
极高，稍延误治疗就有可能带走人的性
命，因此必须以预防为主。其中，降血
压是防治主动脉夹层的首要方法。当
前季节，高血压病患者应每天至少2次

监测血压的变化，务必按时服药，控制
好血压，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如不
抽烟、少喝酒、少吃油腻食物，多吃青
菜、水果；适量运动；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平时最好不要做剧烈运动，比如短
跑、拔河、跳高跳远等，避免运动量过大
诱发疾病的发生，干重活、搬重物也要

格外小心。动脉硬化的患者在控制血
压的同时还要控制好血脂。当胸背部
出现撕裂样疼痛，以及腹痛、呕吐等胃
肠道症状，或是肢体出现感觉异常、麻
木等症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立即到
医院详细检查。

张茹

主动脉夹层，高血压最凶险的并发症

朱云峰 市一院血管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苏州大学研究生导师。曾
赴法国、澳大利亚接受血管外科专业
培训。从事血管外科临床和科研工
作 22 年，2002 年在本地区率先开展
胸、腹主动脉瘤及夹层的腔内修复治

疗和手术治疗，外伤性胸主动脉破裂
的腔内修复治疗，2012年获常州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并多次获得省卫生
厅、市卫计委新技术引进奖。其所率
领的市一院血管外科整体业务水平
目前处于省内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