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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专科

专家谈病

军民导医台
解放军第102医院

本报讯 89岁的卢奶奶因为骨盆
骨折，一直卧床休息，日前，家人发现
其尿不湿有血迹，且越来越多，甚至还
有血块，最后还有鲜血，赶忙送到市四
院检查就诊。

接诊的四院急诊内科医生介绍
说 ：“ 患 者 送 来 时 ，血 压 158/
93mmHg，心率有110次/分，看似血
压偏高，但是考虑到89岁高龄这一情
况，从其出血量及其他症状表现来看，
如果不及时处理，随时会出现低血容
量性休克。”。

医院随即开通静脉通道给予
止 血、补 液 等 对 症 治 疗 ，并 请 妇
科、胃肠外科、骨科医师会诊，以
查明卢奶奶出血的原因。很快，
医生发现卢奶奶距离肛门 3 厘米

直肠上有一个直径 2.5 厘米的菜花
样肿块——这正是导致卢奶奶出
血的“罪魁祸首”。

“我们在追问病史的过程中得
知，卢奶奶在三个多月前就开始感
觉大便不太正常，常常感到想要大
便，却有解不出来，还伴有肚子痛的
症状，当时没有在意。大概一个月
前不小心从床上摔下后骨盆骨折，
只能卧床休息用尿不湿解决排便问
题，到也忽略了里急后重的症状。”
卢奶奶的床位医生蒋春樱说，“从卢
奶奶肛门指检及病史来看，直肠癌
的可能性很大，由于奶奶高龄，目前
给予的治疗方案以止血、营养支持
对症治疗为主。”

（杜蘅 史琪 李青）

帕金森病是中老年人常见的神经
系统变性疾病，发病年龄一般为60岁
左右，虽不致命，但若没有得到正确诊
断和合理治疗，易导致身体机能下降，
甚至生活不能自理，严重的易引起尿
路感染、肺炎、骨折等并发症。

解放军第102医院神经内一科、
帕金森专病中心于苏文主任介绍，随
着治疗方法和水平不断创新与提高，
越来越多的病人可以终身维持高水平
的运动机能与生活质量。但不容忽视
的是，近年来此病发病率有逐年升高
趋势，且发病呈年轻化，他曾收治一名
患者年仅36岁。在第102医院神经
内一科，90多位住院者中有30%是帕
金森病患者，40至60岁的患者也占相

当部分。
42岁的陈先生6年前一直在高危

环境中工作，去年上半年发现自己逐
渐出现动作迟缓、步态不稳、手脚不灵
活等症状，来到医院后诊断为帕金森
病，经及时的早期治疗，病情没有继续
发展。于苏文说，有些患者发病是由
于感染、毒物等因素引起，但此病具有
较长潜伏期，有的要在致病因素出现
后3至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会发病，且
轻度症状不易被察觉。

52岁的王女士于2012年发现自
己表情呆板、浑身无力、走路不稳，但
没有重视，几个月后出现运动缓慢、
流口水、咀嚼吞咽困难等典型症状加
重，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才就医。影
像检查显示其有轻度脑梗，但治疗一
个多月后病情并未好转，之后几年她
到处求医，仍没有效果。去年12月，
在第102医院帕金森专病中心，王女
士被确诊为帕金森病，通过药物治

疗、经颅磁刺激、康复治疗并辅以心
理疏导，病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和明
显改善。

于苏文介绍，由于帕金森病没有
临床上可靠的生物学指标来判断，很
多症状又与脑中风、脊柱方面等疾病
相似，临床发现有四成患者曾被误诊
漏诊。他提醒，除饮食健康外，适当加
强体育运动及脑力活动，如跳舞、下

棋、打太极拳等，避免与有害、有毒物
质接触，在不良污染环境中做好防护
等，能有效预防帕金森病。中老年朋
友如果发现自己有肢体震颤、肌肉僵
硬、强直和运动功能障碍、言语和吞咽
障碍等早期症状，或按照中风等病症
治疗长期无效时要引起重视，尽早到
专科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王之辉

从医至今，史红雷用来记录自己手
术操作的笔记本堆起来有小板凳那么
高。“就算是最简单的手术，每做一次都
会有不同的感受。每每翻看这些笔记
本，就能体会到这其中的微妙，也会发
现，自己从事的职业是多么神圣。”

好学善悟求卓越

2000年，史红雷从徐州医学院临
床医学毕业后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医疗
工作。2004年，他又考上南京大学外
科学研究生。2007年，取得硕士学位
后，他进入武进人民医院工作。

对于技术，史红雷总是精益求
精，经常主动向科室主任莫乃新等前
辈请教，一有时间就往手术室里跑，
观摩专家来指导的手术，边看边学，
先学后做，用自己的经验与智慧去把
刀磨亮。在熟练掌握输尿管镜气压
弹道碎石、经皮肾镜超声碎石、腹腔

镜切开取石的基础上，史红雷去年到
江苏省人民医院开展为期3个月的输
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技术的进修学
习，全面系统掌握泌尿系结石的微创
治疗。

在完成临床工作的同时，他在科研
道路上也积极探索。目前，他有在研课
题1项，在中华系列杂志发表论文3篇，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8篇。

笔耕不辍喜丰收

对于学医心得，史红雷有自己的
“三大法宝”。一是学习专业杂志最新
动态，二是权威教科书指导医疗实践，
三是分类记录手术笔记。每次手术前，
他会周全考虑每个患者不同的情况，选
择个性化手术方案，从而达到理想的治
疗效果。每次手术结束，他会认真进行
反思和总结，清晰明了地记录手术中的
重点和难点，体会得与失。正是这种科

学严谨的态度，让史红雷的医学之路每
一步都有一个坚实的脚印。

凭借扎实的医学理论基础、娴熟过
硬的手术操作技能，史红雷已先后成为
武进人民医院首批青年人才培养对象、
常州市136工程青年医学创新人才培养
对象；被选派赴法国汉斯大学附属中心
医院进修学习；多次被评为医院先进个
人、武进区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今年1月，他又被确定为江苏省
“科教强卫工程”青年医学人才培养对
象，同时，又被确认为江苏省第五期
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
养对象（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

踏实勤勉减患忧

“学无止境，不进则退”一直是史红
雷的座右铭。作为医生，他深知除了拥
有娴熟的技术外，责任更重于泰山，不
能辜负患者的生命相托。他敬畏每一

个生命，只要病人有需要，就全力以赴。
膀胱癌病患者术后要定期进行膀

胱内灌注化疗，史红雷经常与病人交
谈，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帮助他们树
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许多患者每次
都指名要找史医生。

2013 年被选派远赴法国汉斯大
学附属医院进修学习期间，史红雷仔
细观察国外医生与患者如何交流。
他感慨，作为医生，他一定会耐心倾
听病人的诉说，理解病人的难处，尽
量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

史红雷好学进取、刻苦钻研，被
同仁所钦佩；他医术高超、大施仁爱
之心，被患者所推崇。他总是说：

“用心做事，就会发现每一次都有新
的收获；定心做事，干一样事就要有
成效。只要真心对病人，病人也会真
心对我们，我喜爱这份工作！”

武医宣 陈暐/摄

本报讯 日前，常州二院呼吸科
介入团队成功为一名重度气管狭窄
合并食管气管瘘患者放置了气管内
覆膜支架，让危在旦夕的生命又获得
了新生。

胡某（化名）年届不惑，被确诊食
管癌40余天，一个月前开始出现进食
呛咳，在外地医院做过气管三维CT及
上消化道造影，结果显示：患者气管狭
窄，食管气管瘘，食管癌已经向气管内
转移。

由于气管狭窄段长，同时食管气
管瘘范围较大，当地医院不具备解决
此类复杂气道病变的技术能力，胡某
被推荐至常州二院呼吸科就诊。

“患者入院后胸闷气急明显，不能
平卧，需端坐呼吸，咳痰无力，随时有
窒息风险。”呼吸科主任俞小卫立即组

织团队会诊，最终决定在全麻下放置
气管内覆膜支架，并定制了进口覆膜
Ultraflex支架。

2月4日，经过半小时的手术，胡
某在回到病房后，感觉呼吸困难明显
缓解，能平卧休息，少量饮水无呛咳。

“该患者系食管癌伴气管内转移，
气管狭窄段较长，同时存在食管气管
瘘、吸入性肺炎，入院后病情进展明
显，呼吸困难加重，生命已经危在旦
夕，必须尽快救治。”俞小卫解释说，在
气道内放置进口覆膜Ultraflex支架，
既能扩张气道，又能封堵瘘口，起到了
一举两得的治疗作用，如此，即刻缓解
了患者的气急症状，也极大地改善了
患者的生活质量，为后续治疗赢得了
宝贵的时机。

（仲向东 孙镇江 李青）

本报讯 亲朋好友聚餐吃喝，说
说笑笑，其乐无穷。可谁想，欢乐之中
却隐藏危机。

年前，60岁的谢先生咳嗽、咳痰已
经一个多月了，不但不见好转，还越来
越重，咳得一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的
时间，还浑身冒虚汗、没力气，整个人
瘦了十几斤。谢先生心里直犯嘀咕，
明明没感冒怎么会老咳嗽呢？于是决
定到医院看看，一查还真发现了问题
——胸部CT显示左肺阻塞不张，肺门
上有肿块。这下谢先生更急了，便又
到市三院呼吸内科看个究竟。三院呼
吸内科医疗团队随即为他制定了详细
的诊疗方案，一边给予消炎、祛痰等支
持对症治疗，一边完善相关的检查，以
便进一步明确病因。

根据诊疗计划，医疗团队为谢先
生做了支气管镜手术，发现左下肺有
个异物，且异物局部比较尖锐，取出时
若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局部粘膜损伤，

而左肺下面就是心脏，心脏部位有很
多血管，一旦割破会大出血，导致生命
危险。在2个多小时的手术后，罪魁祸
首总算被取了出来，竟是一块直径接
近2厘米的鸡骨头。

病因查清，谢先生大大舒了口气，
却实在记不清这个鸡骨头怎么会跑到
气管里去的，思前想后，可能与两三年
前聚餐吃饭时被呛过一次有关。由于
异物卡在气管里时间太久，谢先生的
肺已经阻塞不张，因而尽管异物已经
取出，他不得不继续住院接受治疗以
改善肺功能。

市三院呼吸内科谈芙蓉主任提
醒市民朋友，古训“食不语”有一定道
理，尤其是不要讲笑话，谨防鸡骨头、
鱼骨头、虾壳、辣椒皮、瓜子壳等在欢
畅聊天的时候不小心误入气管。比
较光滑的食物也要当心，比如花生、
桂圆等。

（阮丽花 周茜）

“关爱母婴，崇尚自然”，七院妇产科——

精技术 优服务 誓做母婴守护人

专科介绍

春节一过，市七院妇产科门诊人
头攒动，门诊量比节前翻了一倍。

“身体感觉怎么样啊？”市七院妇
产科副主任张澜来到了张小玲的床前
问道。今年24岁的张小玲刚刚生下
第二胎，和之前的孩子一样，她仍然选
择在市七院分娩，“这里的医生都很负
责任，很关心我，我相信他们。

据统计，2016年1—5月，七院妇
产科分娩人数为696名，其中二胎人
数400名，二胎比例高达57%。

妇产科是市七院的重点专科之一，
承担着妇产科各类疾病的诊治，尤其是
微创手术日臻娴熟。开展腹腔镜下治
疗子宫肿瘤、卵巢肿瘤及各种生殖器恶
性肿瘤等治疗，其开展的盆底物理治疗
对产后盆底康复及盆底功能障碍性疾
病疗效显著。此外，妇产科还是市一院
支持七院发展重点建设的6个专科之
一，聘请资深妇科专家开设内分泌疾病
专科门诊，同时开设二孩门诊，规范、系

统进行产前检查，拥有先进的中央胎儿
监护系统，加强围产监护。

妇产科还开展了特色镇痛分娩，
控制剖宫产率和会阴侧切率。

25岁的杨红杏经朋友介绍，特地
到七院咨询镇痛分娩。

“2013年6月，我们开始采用经皮
电刺激和瑞芬太尼静脉镇痛两者相结
合的镇痛方法，并且在临床上使用，目
前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很多患者就是
因为这个技术而选择在七院分娩的。”
张澜告诉她，传统的穴位镇痛虽然安
全但是效果不强，静脉麻醉虽然效果
好但是需要用药，市七院的镇痛麻醉
将两者结合，优势互补，采用经皮电刺
激和瑞芬太尼静脉镇痛相结合的镇痛
方法，安全、高效，深受广大产妇欢迎。

目前，市七院妇产科共有开放床位
73张，开展唐氏综合征筛查、胎心监
护、铁蛋白测定等系统产前检查；二孩
门诊进行二孩孕前咨询，并为高危及二
孩孕妇建立档案；产前开展孕妇学校，
进行母乳喂养及产后康复的宣教。

每周一是市七院孕妇学校开课的
日子，徐丽都会早早地收拾东西，自己

走到七院，怀孕6个月以来，没有拉下
一节孕妇学校的课程。“今天学的是母
乳喂养指导，别小看一个母乳喂养，里
面的知识和门道还不少，我还做了笔
记回去温习。”徐丽说，这里不仅有产
前的课程，还有生产和产后的课程，对
我这样初次怀孕的人来说，提前做好
准备，在备孕的过程中更加安心。

李女士在七院剖宫产，顺利生下
了宝宝。42天后，又回到这里进行产
后盆底肌肉康复训练。

“由于激素等原因，即使是剖宫产
的产妇，也会遭遇盆底肌肉松弛的问

题，很多剖宫产产妇不重视，没有提前
进行锻炼，会错过产后康复的最佳时
机。”产科副护士长徐金玉表示，市七
院妇产科引进了法国phenix盆底肌
肉康复治疗仪，能有效增加盆底肌肉
的肌力和弹性，此外还提供汗蒸、催
乳、疏通乳腺管等产后康复治疗，为产
妇产后康复提供优质的服务。

“关爱母婴，崇尚自然”是七院妇
产科的座右铭，医护人员誓以精湛的
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做妇女、孕产妇及
宝宝的守护人。

潘燕华

市七院妇产科集妇科、产科、计
划生育为一体，是我市重点专科培育
单位，也是市一院支持七院发展重点
建设专科之一。妇产科主任贠艳丽，
主任医师，是市人大代表、市“首届医
德之星”、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作为医教研全面发展的综合性
临床科室，现有开放床位73张，以妇

产科常见病、多发病、生殖器损伤及
生殖器肿瘤、分娩及妊娠合并症为主
要诊疗项目，开展子宫肌瘤剔除、各
种生殖器恶性肿瘤等腹腔镜手术；宫
腔镜下子宫内膜电切术等宫腔镜手
术；妊娠合并症及妊娠并发症的诊断
与治疗、导乐陪产、产后盆底功能康
复治疗、围产期医疗保健等。

笔记本中的医者情怀
——记武进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史红雷

近日，在江
苏省卫计委公布
的省“科教强卫
工程”青年医学
人才名单中，武
进人民医院心血
管内科蔡高军、
李勇和泌尿外科
史红雷三位青年
医师被确定为江
苏省青年医学人
才。从本期起，
我们将连续刊登
这三位青年才俊
潜心医学、追逐
梦想的故事。

帕金森病发病率逐年升高且年轻化
四成因误诊而延误治疗

于苏文，解放军第 102 医院神
经内一科、帕金森专病中心主任，主
任医师，全军精神医学中心神经电
生理室主任，第二军医大学兼职教
授，江苏省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
血管病学组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
神经病学专业30多年，擅长脑梗塞
超早期的恢复治疗、神经干细胞治
疗脑血管疾病、帕金森病、脊髓损伤

等。具有丰富的A型肉毒素治疗痉
挛性斜颈及面肌痉挛临床经验，对
持续性的植物状态、重症肌无力、
GBS等治疗也有一定特长。带领的
团队对帕金森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
十多年临床丰富经验，在药物治疗
基础上，采用经颅磁刺激、康复治
疗、心理疏导等方法结合，增强治疗
效果。

咳嗽一个多月不见好，原来是——

直径近2厘米的鸡骨头卡肺里

中年男子食管癌伴气管内转移，随时有窒息风险

气管内覆膜支架解危局

89岁的老太来“姨妈”

直肠肿块是“罪魁祸首”

直肠癌是胃肠道中常见的一
种恶性肿瘤，全球每年新发大肠
癌病人高达 93 万，在我国每年新
发病例高达 13-16 万人，在消化道
肿瘤中大肠癌的发病率仅次于胃
癌；在我国目前大肠癌患病率已
经高达 46.8/10 万；大肠癌已经成
为中国三大癌症之一，其发病率
正 以 4.2% 的 速 度 螺 旋 递 增 ，远 超
2%的国际水平；我国大肠癌发病

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发病年龄
以 40－60 岁之间居多，平均发病
年龄为 48.3 岁，比西方人足足早了
10-15 年，在我国青年患者比欧美
更为多见，30 岁以下的大肠癌患
者并不少见。

其 实 ，大 肠 癌 是 最 易 进 行 自
我筛查的病症，早期筛查早期诊
断早期治疗可以降低大肠癌的死
亡率。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及健
康意识提高，健康体检日益普及，肝肾
囊肿的发现率也呈逐年增高趋势。

肝肾囊肿的分类方法很多，按成
因大致可以分成：先天性肝囊肿、创伤
性肝囊肿、炎症性肝囊肿、肿瘤性肝囊
肿、寄生虫性肝囊肿。日常体检发现
的囊肿绝大多数是先天性囊肿，这是
一种胚胎发育障碍性疾病，大多随年
龄增长而慢慢长大，年龄越大，检出率
越高。单纯性囊肿的结构就像一个注
了水的气球，气球壁就是囊肿的囊壁，
囊壁上是一层上皮细胞，它的特性就
是会缓慢地不断产生水，注入到“气
球”内部，使“气球”越来越大。

肝肾囊肿是一种良性病变，形象
地说它就是肝肾中间的一个“水泡”，
生长速度缓慢，也很少产生恶变。在

它生长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可以
与它相安无事，不太会有明显异样的
感觉。如有异样感觉大多和它所在部
位及它不断生长对周边组织造成的压
迫有关。当囊肿增大压迫胃肠时，会
出现餐后饱胀、食欲减退、恶心呕吐等
感觉。过大的囊肿也可导致所在脏器
出现膨胀及隐痛等不适感觉。极端情
况下，当位于肝肾表面的囊肿内部张
力过大时也会自发性破裂而疼痛明
显。压迫其所在周边的胆管时，也可
引起轻度黄疸。

考虑到囊肿本身的诸多特性，如
其位置尚可，患者也无明显症状，一般
建议定期检查随访。当出现明显不适
症状时，可考虑手术治疗。常规治疗
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开腹或腹腔镜下
手术治疗；另一种方法就是超声引导
下的微创治疗，主要是在彩超实时引
导下，局部麻醉后，经皮将一根直径约
0.7mm的细针精准地穿刺到囊肿的中
央，尽可能抽尽液体后，注入聚桂醇固

化囊壁，使囊壁上的上皮细胞凋亡后
失去分泌水分的功能，从而达到治疗
目的。这种方法痛苦少、创伤小、见效
快、可反复治疗，尤其对中等大小的囊
肿（5-6cm），一次性治疗效果明显。

近十多年来，常州三院超声介入
科积极开展超声引导下的微创介入治

疗，平均每年完成各项微创治疗达数
百例，在囊肿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临床经验。在此也提醒各位患者，囊
肿是一种进展非常缓慢的良性病变，
发现囊肿后，无须过分担心，只要注意
定期检查，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规范
治疗，就可以继续安享幸福生活。

肝肾长了囊肿，怎么办？

包作伟 市三院超声影像科
副主任（主持工作），副主任医师。
第一届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超声分
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超声分会介
入学组组员、常州市医学会超声分
会委员。从事超声临床诊疗工作
15 年，除日常超声检查外，能熟练
开展肝癌微波治疗、肝癌射频治
疗、肝癌无水酒精注射治疗、PTCD
（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PAE等多
种国内及国际先进技术，擅长各类
脏器穿刺活检诊断、肝肾囊肿抽液
固化治疗及超声造影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