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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市二院成功为一
名凶险性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的孕
妇进行了手术，经过十多名医护人员
的努力，手术历时约1小时，患者成功
诞下男婴，同时保住了子宫，而且术中
出血只有500多毫升。

徐女士今年34岁，贵州人，在常
州生活多年，去年怀孕3个多月做产
检时，被告知胎盘位置偏低，由于之前
有过两次生育经历（均为剖宫产），她
和家人都没有太放在心上。

直到近日，预产期将至，徐女士到
医院备产时一检查，发现已经是前置
胎盘合并胎盘植入，生产风险非常大，
有可能大人小孩都性命不保。徐女士
和家人这才着急了，辗转多家医院就
诊，最后来到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进
行手术。入院后二院产科副主任胥红
斌带着团队为徐女士进行了疑难病例
讨论，并结合超声多普勒、核磁共振等
检查，对手术方案及术前准备进行了
反复论证，经过泌尿科、普外科、妇科、

介入科、ICU、麻醉科等多学科会诊，
最终决定在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后行
剖宫产术。

4月21日下午，在手术室内，介入
科首先为徐女士穿刺，并置入球囊，随
后麻醉科为其进行深静脉置管以备大
出血时抢救，接着产科为其进行剖宫
产手术，术中发现前置胎盘、胎盘浅植
入，胥红斌动作迅速，立即在子宫前壁
胎盘上打洞取出新生儿，在球囊阻断
下剥离胎盘，快速去除病灶，并缝合胎
盘剥离面，从而明显减少手术当中因
胎盘剥离引起的出血。

胥红斌解释说：“前置胎盘的孕妇
大多同时患有胎盘粘连和胎盘植入，
生产时易引起大出血，轻者要输血，重
者要切除子宫，甚至性命不保。数据
显示，我国现在剖腹产率已达到
46.5%，为全球第一，远远超过了世界
卫生组织15%以下的警戒线。这种高
剖宫产率，导致凶险性前置胎盘发生
率高达30~50%。近年来，虽然此类

病人抢救技术有所提高，但其死亡率
仍然高达10-20%，仍是孕产妇主要
死亡原因之一。”

伴随二胎时代的来临，高危孕

妇人数骤增，胥红斌提醒孕妈妈一
定要定期孕检，不要因为有经验就
随感觉走。

（纪春花 孙镇江 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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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一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官卫
读者提问：听说有一种脑起搏器手术，对帕金森病有效，

手术是什么原理？安全吗？
专家解答：帕金森病是由于大脑深部被称为“黑质”的部

位出现急剧功能退化，不能产生一种叫“多巴胺”神经传导物
质，使得脑部指挥肌肉活动的能力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引
起震颤、僵直和运动迟缓等症状。因此早期通过多巴胺的替
代疗法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一治疗阶段称之为帕金森病
的“蜜月期”。但随着病情的进展，药物的疗效会逐渐下降，
很难进一步改善病人症状。

脑起搏器疗法是近年来手术治疗帕金森病的新突破，通
过微创神经外科手术，把电极植入到脑内特定的神经核团，
再通过连接导线连接到神经刺激器，该刺激器植入胸部皮
下，其大小和心脏起搏器相似。神经刺激器连续释放高频电
刺激，抑制那些因多巴胺能神经元减少而过度兴奋的神经元
的电冲动，从而较全面地缓解患者震颤、僵直和运动迟缓等
症状。

脑起搏器手术是一种微创手术，不会破
坏正常脑组织。植入体内的装置也可以移
除，因此保留了未来进一步接受其他治疗的
可能性。

在确定手术之前，医生除了考虑帕金森
病本身之外，还要结合患者全身情况进行评
估。一般说来，年龄较大、脑萎缩严重、高血
压及（或）糖尿病控制不理想的患者手术风
险就高。

本报讯 日前，市七院首次利用3D
打印技术，成功开展了一例复杂骨盆及
髋臼骨折手术，目前患者康复良好。

65岁的何大爷（化名），今年3月
29日遭遇车祸重伤，被送往市七院创
伤外科救治，入院CT检查为：右髋臼
粉碎性骨折伴髋关节脱位，右额顶部
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右额骨骨
折，胸骨骨折，肺挫伤，右侧眼眶多发
性骨折。

在何大爷颅内情况稳定后，七院
进一步为其实施髋臼骨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七院副院长、骨科主任顾卫
东介绍说：“考虑到患者骨折情况复
杂，骨科团队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利用
3D打印技术，打印出患者个体化的骨
盆3D模型，在模型上直接确认骨折断
端复位情况。”

3D技术的介入，对手术患者有什
么好处呢？

顾卫东解释说：“骨盆骨折是所有
骨折中最为复杂的一种骨折类型，由
于手术切口大，术区显露困难，容易损
伤重要的神经血管造成大出血。以往
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骨盆骨折手术，
一般需要用时5到 6小时，现在有了
3D打印技术的支持，医院可以把骨盆

骨折模型打印出来，先进行模拟手术，
然后再采用前侧微创手术入路切口，
利用模型做好术前评估及预先塑形钢
板，再实际用在病人身上，不但大大缩
短手术时间且减少了术中出血，并且
做到更精准的复位，使得创伤更小，大
大缩短了手术时间，降低了患者内固
定后感染的风险。”

（潘燕华 李青）

脑起搏器手术安不安全？

本报讯 4月中旬，一名92岁高
龄的老奶奶从市一院血管外科康复出
院。4月初，她在该科成功接受了局麻
下右下肢动脉血栓取栓术。这也是迄

今为止，一院血管外科年龄最高的动
脉血栓取栓术案例，标志着该科技术
水平达到新高度。

手术当天下午，患者突然出现右
下肢苍白、疼痛，皮温降低，血管外科
副主任医师姜云飞急会诊后，结合患
者多年房颤病史，立刻考虑为右下肢
急性动脉栓塞。果然，患者行下肢血
管彩超提示：右侧下肢动脉血栓形成
并狭窄，狭窄率＞95%，右下肢动脉几
乎完全被血栓堵死，情况紧急，如治疗
不当，有下肢坏死截肢可能。

姜云飞当即对患者进行了全面评

估，考虑患者高龄、基础疾病较多，难
以承受硬膜外麻醉，姜云飞决定在局
麻下行急诊手术。经过1个多小时的
努力，手术顺利结束，大量动脉血栓被
取出。手术后不久，患者冰凉、发青的
右腿立即恢复了正常的体温与肤色。

血管外科主任朱云峰介绍，下肢
急性动脉栓塞是由于血管内的栓子阻
断远端肢体的动脉血供，造成肢体不
可逆的坏死，俗称“腿中风”，临床上典
型表现为疼痛、苍白、厥冷、麻木、运动
障碍和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严重时
可导致酸中毒、肾衰、意识障碍甚至危

及生命。股动脉切开取栓术是目前治
疗该疾病最好的方式，可有效改善血
供，挽救患者肢体和生命。

朱云峰提醒，外伤病人、外科手术
病人、常坐办公室的人群、孕妇和刚生
完孩子的产妇，以及老年人等，都是易
形成静脉血栓的高危人群，突然出现下
肢发凉、疼痛、麻木，要考虑存在急性下
肢动脉缺血的可能性，应立即到正规医
院就医、检查，避免造成严重的并发
症。如果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
脂病史及吸烟史，更要多留一个心眼。

（张茹 周茜）

只失血500毫升，子宫也保住了

凶险性前置胎盘三胎妈妈成功诞下男婴

下肢突然苍白、发凉、疼痛

92岁老奶奶“腿中风”后手术脱险

市七院首次利用3D技术开展复杂骨科手术

缩短手术时间 精准复位
降低感染风险

通常推荐使用3D打印骨科模型
几种情况：

1、复杂部位的单发骨折(如骨
盆等)；

2、多发骨折；
3、累及关节面的骨折(如肱骨头

骨折、髋臼骨折、胫骨平台骨折、踝关
节骨折等)；

4、骨、关节与脊柱畸形；
5、骨肿瘤范围、形态、毗邻关系

确定；
6、骨骼解剖位置观摩；
7、辅助手术设计和置入物预安装；

8、辅助术前医患沟通；
9、术中指示解剖位置。
3D打印骨科模型的数据来源通

常为患者本人的数字化影像资料，如
CT、MRI 等。影像学资料由计算机
软件生成三维模型文件，3D 打印机
通过读取文件的截面信息并将这些
截面逐层打印堆积而构成一个实
体。影像学资料的扫描精度会直接
影响3D打印骨科模型的真实性。

而设计则是 3D 打印技术的灵
魂，是将传统医学影像转化成3D打
印实物的核心步骤。

强管理
人尽其才 上下同心
数字、口碑齐齐暴涨的背后，是一个科室的

管理智慧。
走进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区，长长的走

廊墙上图文并茂，时时更新着科室发展、梯队
成员及内联外合情况。“每月，科室所有成员的
医疗质量、医疗安全服务质量等，通过一张张
表格呈现。”主治医师徐萍道出感受，“一切以
数据说话，对每个人来说是压力也是动力，大
家都能感到背后有无形的脚步在追赶，谁都不
甘落在人后。科室有不少同事业余自费学习、
自我增值。”

为帮助老中青各年龄层人员互相取长补
短，专业上，马敬将大家分成不同小组，每组一
老带三新；日常工作中，“办公室主任”、“科秘
书”、“宣传科长”、“财务科长”、“后勤委员”各有
匹配，人尽其才，开全院创新之风。

为缓解全周手术量不均衡，医护人员短时
间内工作量爆增的局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成
为名副其实的“无周末、无假日科室”，每周六、
周日均正常收治入院手术患者，同时还开放夜
门诊。这样的安排，不仅为就诊患者提供了极
大便利，也使医疗资源均分到每一天，大大提高
了医疗安全性。

医护合一。病区“3H”护理品牌将“宾馆
（Hotel）的舒适服务、医院（Hospital）的专业服
务、家庭（Home）的温馨服务”相互融合，提升了
护理质量；专科护理项目“舒适护理模式在鼻腔
填塞患者中的应用”等，提高患者术后舒适度的
同时，也降低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医护人员
自编、自导、自演、自录的《耳朵保健操》，更是从
专业的角度，以简单易学的手法，让许多患者轻
松掌握了耳朵保健的技能。

贴心服务换来患者由衷感谢，一位鼻炎患
者送来手抄13年的鼻炎日记供医学研究，传为
美谈；科室为困难患者慷慨解囊，多次走进儿福
院、养老院、社区街道的善举，收获众多点赞；新
理念、新技术不断注入，更使科室上下汇成一股
合力，共同为美好愿景添砖加瓦，最终造福更多
患者。

致力发展亚专科，培养“精锐部队”，3年间，市三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门诊量翻一番 手术量增三倍
“我鼻子一天一呼一吸达万次以上，我有一天

不干活儿，您就受不了。”
“我这耳朵是您脑袋上的信息机构。没有我，你

能听出来什么是音乐？什么是唱歌？什么是唱戏？”
……
这是经典相声作品《五官争功》里的台词，拟

人化的五官纷纷自夸劳苦功高，最后发现大家都
极其重要，缺一不可。

在市三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就是专门守护
五官健康的一个科室。近4年来，在科主任同时
也是省医学高科技引进人才、市医学会耳鼻咽喉
科学分会主任委员马敬的带领下，这个有着近60
年历史的科室埋头致力亚专科建设，培养精于业
务、暖心服务患者的“精锐部队”，科室门诊量由
2014 年的 4.5 万人次快速提高到去年的 9.8 万人
次，手术更是从665台跃升至2699台，迸发出勃勃
生机。

沈芸 周茜 阮丽花/文 史伟/摄

3岁患儿欢欢（化名）来到市三院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下属变应性鼻炎诊疗中心前，已反复咳
嗽半年，在多家医院就诊过，却没有明显改善。

中心负责人、副主任医师薛建荣接诊时，敏
感地觉察到孩子的症状可能与过敏性鼻炎相
关，于是为欢欢做了专科体格检查和过敏原特
异性血清学检查，结果确诊为过敏性鼻炎、变异
性咳嗽。经过脱敏治疗，孩子的症状很快得到
明显缓解。

“儿童过敏性鼻炎尤其是婴幼儿过敏性鼻
炎，临床症状不同于成人，可能缺乏典型的鼻
痒、鼻塞、喷嚏及清水涕四大症状，而表现为邻
近器官的炎症，如结膜炎、中耳炎及鼻窦炎，又
或者是喂养困难、睡眠障碍以及一些下呼吸道
感染症状，如反复咳嗽。”薛建荣说，也因此，儿
童过敏性鼻炎常被误诊或漏诊。“就是成人不少
也把过敏性鼻炎症状当感冒，耽误了治疗不说，

有的还滥用了不必要的药物，比如抗生素。”
作为常武地区唯一一家通过国际认证的标

准化免疫脱敏治疗中心，变应性鼻炎诊疗中心
致力于帮助众多过敏性鼻炎患者早诊断、早治
疗、早预防，防止发展为哮喘等其他慢性疾病。
前不久，该中心又与省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
主任委员、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程雷教
授实力牵手，为中心开展变应性鼻炎研究，造福
过敏性鼻炎患者再添动力。

除变应性鼻炎诊疗中心，马敬介绍，目前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还开设有临床听力学中心、
睡眠检测中心、头颈外科中心，分别以眩晕耳
鸣、鼾症、保留喉功能的喉癌根治切除术为亮
点。“第五个诊疗中心——嗓音医学中心近期也
将亮相，该中心引进了3套业内最新、具备电子
染色功能的高清电子喉镜，对于发现咽喉部早
期癌性病变又是一次技术上的跨越。”

如果说五个诊疗中心是亚专科建设的载
体，并驾齐驱，共同撑起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的骨架，那么由马敬领衔在我市独家开展的小
儿气道异物手术，则是科室的一面旗帜。

作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危及生命的急症，
气道异物由于直接阻塞呼吸道，对幼儿来说往往

“要命”。然而由于技术要求精细，能够开展小儿
气道异物手术的医护人才非常稀缺，以往我市这
类患儿只能尽快送往南京或上海，但仍有10%左
右的患儿未能得到及时救治就遗憾离世。

2013年8月马敬来常后，填补了这一空白。
他至今对一例误吞珍珠的病例印象深刻：

患儿9个月，因误吞了妈妈发夹上的珍珠，出现
剧烈呛咳、呕吐，嘴唇青紫发绀，心急如焚的家
长抱着孩子到南京就诊，因故未能安排手术，听
说市三院可行此手术，又立即赶到三院。

“气管镜取珍珠一旦不成功，孩子只能面临

综合风险特别大的开胸手术。所以当时只有一
个念头：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原本在南京开会
的马敬，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回了科室。

婴儿气管本身就比普通笔管细，珍珠又圆而
光滑，和气管壁几乎严丝合缝，取出难度陡增。
为配合孩子仰卧的角度，人高马大的马敬单膝跪
到了地上操作——将内径只有3.5毫米的气管镜
从孩子口中伸入，经声门、主气管，到达珍珠所在
的支气管；紧接着，沿气管镜伸入钳子，小心翼翼
探取异物……珍珠终于成功取出！

正是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写就一份
出色的成绩单——

4年来，凭借高超的技术，市三院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成功挽救类似患儿110名，成功
率100%，其中年龄最小的仅7个月。算上成
人，科室平均每天都要为至少一人取食道或气
道异物。

做重点
五大中心 齐头并进

树特色
小儿气道取异物全市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