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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病

青年医生说

专科介绍

专家介绍

“热血”常人事[ ]

真假坊间言

医生简介

特色专科

人一生中有1/3的时间是在睡眠
中度过，睡眠是人的生理需要。睡眠
作为生命所必需的过程，是机体生长、
复原和巩固记忆的重要环节，是健康
的重要保障。人们每天究竟需要几个
小时的睡眠？通常认为健康成人每晚
应睡七到九小时。睡眠科学家表示，
有必要推出新的睡眠指导建议，以便
将近来有关睡眠问题的大量研究考虑
在内。

近日，多项睡眠研究发现，以某些
认知和健康标准来衡量，最佳睡眠时
长是七小时，而不是长期以来人们所

认为的八小时。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菲尼克斯分

校 护 理 及 医 疗 创 新 学 院 教 授
Shawn Youngstedt 称，睡七小时
的人死亡率和发病率最低。他表
示，一直以来都有证据显示，八小时
或以上的睡眠是有害的。此前，早
在2011年《睡眠医学》杂志上发表的
一份研究报告中，克里普克博士发
现了进一步证据来证明最佳睡眠时
长可能要少于传统认为的 8 小时。
研究人员们给约 450 位老年女性腕
部带上仪器，对她们的睡眠活动进
行了为期一周的追踪记录。过了大
约十年之后，研究人员们发现那些
睡眠时间少于5小时或多于6.5小时
的人死亡率较高。中国睡眠研究会

解读《国际睡眠障碍分类第三版》指
出，平均每晚睡眠少于 6小时，属于
短睡者；平均睡眠时间比同龄人长2
小时，属于长睡者。

如何知道自己的最佳睡眠时
长？有研究表明，人们应该能够通
过三天到一周时间的测试搞清楚自
己的最佳睡眠时长，最理想的情况
是在度假的时候：不要使用闹钟，累
了就睡，避免摄入过多的咖啡因和
酒精，在睡觉前几个小时不要玩电
子设备，在测试过程中，用日记记录
自己的睡眠时间，或者使用一个能
记录自己实际睡眠时间的设备。如
果你感觉白天精力充沛、头脑很清
醒，那么你可能找到了你的最佳睡
眠时长。

韦恩州立大学医学院负责肺部、
特护和睡眠医学部门的巴德尔认
为，健康的睡眠中人们不会睡得过
头，当你睡够了的时候，你的身体就
会醒来。

医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Sleep Medicine》最新一期的研究似
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德国，研究人
员让五名健康成人在他们称为类似石
器时代的环境里生活了两个多月，没
有电力、钟表和自来水。研究称，这些
受试者比平常提前两小时入眠，睡眠
时间比通常的生活平均多了1.5个小
时。但结果是，他们每夜的睡眠时长
平均为7.2小时。

市二院金东方院区神经内科主
任、康复科主任 曹音

本报讯 7岁的牛牛来医院看望
住院的奶奶，他在奶奶的病床上发现
一个新奇玩意儿，能看动画能上网，类
似家中的IPAD，让他好不喜欢。

只需触屏轻轻一点，就可以在平
板电脑点击医学科普知识、点餐派送，
休闲游戏、影视剧目……这些针对住
院患者的人性化服务和智能化医疗平
台将在武进人民医院各病房全面实
现。目前在该院骨科八病区首批投放
了47台设备，供住院患者免费使用，无
需任何上网浏览费用。

该服务以定制平板电脑为载体，为
患者提供点对点的信息化服务。平台

具有健康指导、餐饮派送、高清电影、广
播娱乐、周边地图、医院介绍、科室宣教
等栏目，让患者及家属的住院生活更加
便捷。

患者张某上周因骨折入院治疗，
对于医院推出的这项新便民服务，他
连连称赞：“触屏操作简单易用，能看
到我喜欢的热点新闻，也让我枯燥的
住院生活丰富了许多。”

据了解，提供此项智能服务的是
安汇宝服务平台，武进人民医院目前
是全市唯一一家提供此项床边多功能
医疗服务的医院。

（李婷 沈芸）

本报讯 我市一名男子大量饮酒
后无法正常排尿，到市四院，经检查发
现其前列腺增生，医生告诉他后半生
需得与酒说“再见”。

7月20日晚，今年52岁的李先生
和好友相聚，一时兴起就贪了杯，喝了
半斤白酒不够，还要添2瓶啤酒，途中
有尿意却强忍着，等到饭局结束去上
厕所，发现自己无法小便。

腹胀难忍的李先生被朋友送到四
院就诊，经过检查诊断是前列腺增生
导致的急性尿潴留，需要留置导尿管
帮助其解决尿潴留导致的不适感，如
果不及时处理有可能导致膀胱破裂、
尿路感染等并发症。

李先生在治疗期间，他的床位医
师王深建议他后半生最好能与酒说

“再见”，否则前列腺增生会越来越明
显，有可能导致慢性尿潴留，一旦出现
慢性尿潴留，其膀胱逼尿肌初期可增
厚，后期变薄，膀胱粘膜表面出现小梁
增生，形成假性憩室，患者可出现假性
尿失禁，从而影响日常生活。

王深介绍说，正常前列腺大小像
一个坚果核桃，形状如一个栗子。
当男性步入 50岁，前列腺就会出现
增生。目前发现前列腺增生与年龄
增长有关以外，还与吸烟、肥胖及酗
酒、家族史、人种及地理环境有一定
的关系。

“特别是酒，能刺激前列腺腺体充
血肿大。”王深提醒年过50岁的男性，
最好能戒酒。

（杜蘅 李青）

市民王先生今年50岁，一向自以
为身体健康，几个月前参加了单位健
康体检，结果出来却吓了一大跳——
竟查出患上了慢性肾衰竭。最让他不
解的是，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不适症状，
为什么肾功能就已经严重到衰竭呢？

这样的情况在前来就诊的患者中
其实相当普遍。

有些患者肾脏病的早期表现比较
突出，但也有很多患者早期并没有明
显的症状，甚至有些人的病情发展到
尿毒症阶段都完全没感觉，由此延误
了治疗，追悔莫及。因为这一特点，慢
性肾脏病(CKD)也被形容为容易让人
忽视的“沉默杀手”。

调查研究显示，目前我国约有1.2
亿慢性肾脏病患者，其中约有100-
200万人可能会需要透析或肾移植替
代治疗。慢性肾脏病发病特点有“三
高”“三低”：发病率高、伴发的心血管
病患病率高、病死率高；全社会对慢性
肾脏病的知晓率低、防治率低、伴发心
血管病的知晓率低。调查显示，我国

40岁以上人群慢性肾病的患病率大
于10%，知晓率却不足5%。

要想早期发现肾脏病，一方面要
警惕慢性肾脏病的表现，如：疲乏、
睡眠障碍、眼睑及双下肢水肿、夜尿
增多、尿中有泡沫、尿色加深、高血
压、面色苍白等。另一方面要对高危
人群（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肥胖
或代谢综合征，反复应用各种药物及
有慢性肾脏病家族史的人群）进行有
效筛查，防止慢性肾脏病发生（即一
级预防）。

同时还要注意：1、应积极控制危
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肥
胖、高血脂等），在专科医师指导下坚
持药物治疗；2、合理饮食，坚持相对应
的低盐、低糖、低嘌呤、低脂等饮食；3、
密切观察自身的血压、血糖、血脂、血
尿酸等指标，严格控制在正常范围以
内；4、至少每半年一次监测尿常规、尿
微量白蛋白及肾功能，以便发现早期
肾损害。

已有早期肾病的患者要及时有
效地进行治疗，重在延缓或逆转慢性
肾病的进展，最大可能保护受损肾脏
（即二级预防）。一些患者经治疗后
症状缓解，自身感觉很好，误认为病

已“痊愈”，或担心长期服药有副作
用，就自行停药，忽视了维持期的治
疗随访的重要性。实际上此时病情
仍在慢性迁延、缓慢进展。当再次感
觉不适去就诊时，疾病的严重程度已
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每—位肾病
患者不管病情如何，都应定期复查。
长期随访、认真治疗是保证慢性肾病
治疗效果的关键。

由于慢性肾脏病防治工作面临
严峻挑战，慢性肾脏病患者的生活方
式及饮食管理要求严格，需要具有专

业知识及丰富经验的医护来完成随
访管理，2014年 7月，市一院肾内科
筹备并建立了全市首个慢性肾脏病
管理中心，由肾内科医师、CKD 护
士、营养科营养师共同合作参与，进
行饮食、药物、随访复查等多方面的
指导，并于每周二下午定期开设
CKD课程，不定期举办肾友会，通过
各方面努力不断提高慢性肾脏病管
理水平和质量，有效缓解 CKD 进
程。目前该中心管理患者已达 260
多人次。

“天道酬勤”，这是我的座右铭。
对于一名年轻的医生和青年科研

工作者来说，学习更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在南医大读研期间，我就好看书，

曾经把图书馆里与所学专业相关的
10余本专著全部读完，后来就爱上了
看文献，一口气把国内介入放射学领
域“大佬”发表的文章统统读完。3年
时光，就这样度过了，有一些孤独，却
也让我养成了读文献的习惯。

2010年的夏天，我来到常州第二
人民医院工作，闲时就喜欢一个人静
静地思考问题，静静地读读文献。一
边从事临床工作，一边从事一些科研
项目。这期间，开始整理一些临床资
料，发表了一些科研论文。工作、读
书、思考，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2013年，我顺利考取南医大博士
研究生，自此跟随导师，在“魔都”上海

开始新一轮苦读。在上海的1年时光
里，我几乎是两点一线：宿舍—医院。
生活非常简单，上班时间工作，下班时
间搞科研、写标书，写论文。1年下来，
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帮助导
师申报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申
报同济大学重点研发项目一项，发表论
文20余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
换来了这些成绩，也使我“焕然一新”。

2015年，我有幸到美国排名第一
的梅奥诊所（Mayo Clinic）访学，期间
抓住一切学习的机会，学习他们先进
的理念和技术。这段时间里，我的活
动半径只有数公里，没有离开过梅奥
诊所所在的小镇，除了公寓和梅奥诊
所外，只有周末时间去趟超市，进行食
物采购。如此这般，待我回国时，已经
发表十余篇论文。

若有人问我，还想出国看看吗？
我会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去！那种孤
独和寂寞难以言说，我真的没有勇气
再进行一次这样的“国外深造”。

现在，虽然日常工作繁琐而充实，

但我依然喜欢每周找个时间自己发
呆，思考一下工作规划。每每回想起
深造的日子，还有些心悸。

然而，总有些年轻的日子，需要一
个人熬过去，而熬过了这份寂寞，必能
成就更好的自己。

市一院肾内科始创于上世纪80
年代，目前为常州市临床重点专科及
国家级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对原发
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各种继
发性肾小球疾病、尿路感染、间质性
肾炎、肾小管疾病及各种病因所致
急、慢性肾功能衰竭、肾移植术后合
并症的诊治有丰富经验及技术优
势。在常州市率先开展B 超导向下
肾活检术，也最早使用双联系统进行
腹膜透析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开展

自动腹膜透析治疗，开设专科腹透门
诊。常规开展动静脉内瘘成形术，已
成功为千余例慢性肾衰竭患者建立
血管通路。科室配备有重症病人抢
救室，在肾脏危重病的抢救方面亦具
有较强实力。2015 年 7 月起联合普
外科、血液透析中心、核医学科、超声
科等多个科室，成立继发性甲旁亢多
学科（MDT）诊疗小组，为甲状旁腺
功能亢进症患者提供科学诊断与专
业治疗。

狙击隐匿的慢性肾病

熬过寂寞 成就更好的自己

贾中芝 常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科
教科副科长，介入
血管科主治医师，
博士；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
项目）1 项，获常州
市新技术引进奖一
等奖1项，常州市卫
生拔尖人才，江苏
省青年医学人才，
发表论文80余篇。

阳光能让世界充满希望，而一盏
明灯则能让在黑暗深渊中挣扎的人们
找到希望的方向。有这样一个人，几
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守护，将自己的点
滴光亮凝成领航生命的希望之光。他
就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
者、常州市中心血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张建伟。

他把自己当成“移动的血库”。每
逢严寒酷暑血库告急，他总是主动伸
出手臂；站里举办“采血技能竞赛”，他
又主动担当“献血模特”，鼓励采血护
士不断地提升服务水平。2016 年 8
月，连续几周的高温天气让街头采血
量直线下降，那天的天气异常闷热。
他走进本部献血屋笑着说道：“今天我
特意过来献血，体验一下高温桑拿天
献血有什么不同。”献完400毫升全血
的他轻松地说：“炎热天气献血，其实
和平时一样，完全没有问题！”

他是血站单采室的“常客”。去年
大年初二，张建伟正在宜兴丈母娘家拜
年，突然接到单位电话，过年期间招募
困难，医院需要O型血小板。第二天一
大早，张建伟就赶回来捐献了两个治疗
量的血小板，他说：“要是没人献血，这
病人一家都没法好好过年了。”

张建伟常说，“血站职工从事无偿
献血事业，如果我们自己不献血，怎么
动员市民献血？”在他的带动下，越来
越多的血站人加入无偿献血行列，仅

2016年常州市中心血站共有62名职
工参加无偿献血91人次，累计捐献全
血14400ml,捐献血小板30个单位治
疗量，成为全省唯一一家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先进称号的单位。

他还是一名普通的无偿献血志愿
者。每逢节假日，张建伟就穿着红马
甲，在街头献血点向过往市民发放无
偿献血宣传资料，讲解献血知识，招募
和服务于献血者。无论是面对市民的
误解质疑还是接待市民的咨询答疑，
他始终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解释工
作。他乐于和献血者沟通交流，发现
和了解不同人群的献血诉求；他善于
倾听献血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在
工作中改进服务流程和细节，招募更
多潜在的献血者。

在他的号召和带领下，血站全体
党员干部每逢节假日都会主动放弃休
息，走上街头献血点参加志愿服务，仅
2016年全体党员干部累计参加志愿服
务1956小时，为我市成功创建“全国
无偿献血先进城市”增添了一道靓丽
的风景。

默默耕耘三十余载，两鬓微染风
霜，却依旧难掩他为无偿献血事业奋
斗的风华。他坚信，一己之力虽然渺
小，但聚众人之力便可使无偿献血事
业大树参天。为无偿献血事业奔走忙
碌，他的脚步从未停歇。

李春芳

全市首家病床边多功能服务平台

在武进人民医院上线

男子大量饮酒后无法排尿

血站点灯人

每个人都需要8小时睡眠？

58岁的老陈今天看起来容光焕
发、神清气爽，与几个月前来就诊时判
若两人。那天，他告诉我近来总感到
喉咙口不舒服，像有什么东西梗着，但
吃饭、咽口水却没有明显障碍，跑了好
多家医院，吃了许多治疗慢性咽喉炎
的药，症状却一点没有改善。常规检
查也显示，他的咽喉部的确没有发现
明显病灶。

考虑到老陈的年龄因素以及他
“反复服药后咽部症状无改善”的主
诉，我决定给老陈做窄带成像内镜检
查（NBI）。在NBI内镜下，很快发现
其喉咽部侧壁局部黏膜表现异常，内
镜活检证实是早期下咽癌，经支撑喉
镜下激光手术切除病灶，术后他的咽
喉不适症状开始好转。

NBI内镜技术的运用，不仅在咽
喉部恶性肿瘤早期发现方面具有明显
优势，还在判断头颈部恶性肿瘤的范

围、寻找原发病灶方面实现了技术上
的跨越。

外地患者老方，因颈部淋巴结肿
大在当地医院做手术切除，术后病理
检查提示为恶性肿瘤，但先后在几家
医院做了电子喉镜、头颈部CT、MRI
检查均未能发现原发病灶。几经辗
转，他慕名来到常州三院求诊，我详
细询问老方的病史、仔细分析他以往
的检查报告后，为他进行了NBI内镜
检查。检查中，常规光源下也未见咽
喉部有明显病变，但转换特殊光源
后，发现一侧梨状窝局部黏膜肿瘤样
改变，随后取活检证实了该区域病变
确为颈部淋巴结转移的原发灶。针
对其病变部位较深但病变较表浅的
特征，我为老方做了创伤最小、并发
症最少的激光切除术。再次接受
NBI内镜检查时，其咽喉部病灶已完
全消失。

NBI内镜技术就像军事上的雷达
技术，让隐匿的病灶无处可藏，它在
无创下将咽喉部恶性肿瘤的早期确
诊 率 由 原 来 的 75.2% 提 高 到 了

90.6%，也为那些颈部淋巴结转移却
难以发现原发灶的恶性肿瘤患者及
早得到有效治疗提供了极大的生存
机会。市三院引进的具有NBI（窄带

成像）功能的内镜系统，为常州地区
耳鼻咽喉科首台，将为常州地区咽喉
部恶性肿瘤患者的早期诊断和精准
治疗带来巨大飞跃。

钱俊勇 市三院医务科
副科长、耳鼻咽喉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从事耳鼻咽喉科
临床和教学工作 20 余年，在
慢性鼻窦炎、鼻息肉、鼾症、急
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等疑难杂
症的诊断和常见病的规范化
治疗方面有较深造诣，擅长鼻
内镜手术、咽喉部微创手术、
鼾症手术等。2013-2015 年
参加中国（江苏）第25期援桑
给巴尔医疗工作，主导当地耳
鼻咽喉科各类复杂疑难病例
的诊治和高难度手术的实施，
并获得桑给巴尔卫生部颁发
的金质奖章。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全天

“雷达技术”让咽喉部病灶无处可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