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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介绍

特色专科

在这个看颜值的刷脸时代，无论
是在工作上还是朋友交往中，能毫无
顾忌地灿烂微笑，都会为你的个人魅
力大大加分。拥有整齐而漂亮的牙
齿，是个人生活品质的体现。牙齿矫
正是通过口腔技术手段，修整牙齿排
列不齐、清除咬合创伤，改善牙齿健康
和美观的治疗过程。

哪些属于牙齿畸形呢？牙列拥
挤，牙齿随意生长，比如常见的虎牙；
牙排列稀疏，有缝隙，容易塞牙；大龅
牙；上下牙齿开咬，前后无法咬上，说
话漏风、喷口水等；反牙合，下颌前牙咬
到上颌前牙的外面，也就是常见的地
包天；颜面颌骨异常，歪斜等。

很多人一开始想矫正牙齿，主要
是为了美，就医后才知道它还有那么
多危害和不良影响：牙不好看，心理
容易敏感；有些影响脸型，比如龅牙
会造成侧面形似小鸟嘴，地包天的侧
颜则像弯月脸；牙齿畸形则会影响正
常的咬合关系与咀嚼功能，造成下颌
关节紊乱、肠胃功能失调等；排列错
乱的牙齿更容易滋生口腔细菌且不
易清洁，导致牙龈、牙周炎症等口腔
疾病；部分情况会影响发音，导致说
话口齿不清。

矫正牙齿从来不会太晚，基本可以
涵盖幼儿至成人各个阶段。根据具体
情况，孩子矫正牙齿有三个最佳阶段：

①乳牙期阶段（4-5岁），该期主要
治疗乳牙反牙合，即地包天。

②替牙期阶段（女孩：8-10岁，男
孩：9-12岁），这阶段主要纠正孩子咬唇、
伸舌、前伸下颌、口呼吸等不良习惯。

③恒牙期阶段（女孩：11-14岁，男
孩：13-15岁），孩子的骨骼基本定型，
一般常见牙齿问题这个阶段都可以得
到很好的矫正。

而成人矫正牙齿是没有时间限制

的，50多岁去矫正都可以，但一般成人
口腔情况比较复杂，可能有不同程度
的龋齿、牙周病、甚至牙齿脱落缺失
等，需要多个科室的配合与协作，治疗
也需要更长时间。

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矫治器？

矫治器是牙齿矫正过程中最重要
的材料，俗称牙套。常见的就是“钢牙
套”——也就是应用最广泛的固定矫
治器。普通金属托槽是最经典，最传
统的托槽，包括方丝弓、直丝弓、细丝
弓托槽等，几乎可以实现任何形式的
牙齿移动，满足矫正的基本需要。

近年来兴起的金属和陶瓷自锁托
槽，在柔和的轻力下实现牙齿的移动，
患者不易感到疼痛及不适，无需结扎，
避免了结扎丝末端对软组织的损伤，
有利于口腔清洁也更加舒适；减少了
弓丝与托槽的摩擦力，有利于矫治牙
的移动，可缩短疗程，提前完成正畸治
疗，更为高效。

除了传统的固定矫治器，无托槽
隐形矫正技术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
爱，它美观舒适，适合偷偷摸摸把牙齿
变齐，口腔卫生也更容易保护，但对患
者配合程度要求较高。

怎样找到靠谱的正畸医生？

正畸医生属于专科医生，首先必
须是口腔医生，然后经过数年的正畸
专业理论、技术培训才能成为口腔正
畸医生。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
业委员会已作出明确规定：正畸是一
门新兴学科，知识技术更新快，一名合
格的正畸医生不仅要经过正规、专业
的学习培训，工作后还要不断学习提
高，才能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

正畸矫正，改变的不止是牙齿，还
有可能是你的人生。因此，矫正最重
要的是寻找专业的正畸医师，只有专
业医师才能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量身制
定专业的矫正方案，最终获取最佳矫
正效果。

据周亚军介绍，中医在治疗肛肠
疾病上有特殊的优势，像穴位敷贴、耳
针、中药熏洗、中药口服等治疗方式在
术后恢复上疗效明显。目前，科室采
用先进的西医技术结合中医穴位敷
贴、耳针、中药熏洗等治疗方法，在乡
镇医院中独树一帜，成为肛肠科的一
大亮点。

“像穴位敷贴、耳针，消肿止痛的
效果特别好，西医常规消肿大约需要
10天，穴位敷贴加耳针的中医治疗方
式一周就可以了。”周亚军称，自己是
孟河人，最初选择学医多少受到了孟
河医派的影响，能在实际操作中运用
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肛肠疾病，是
很有价值的尝试。

治疗到位，服务也丝毫不马虎。
肛肠科的医护人员在换药时采用人性
化处理，尽量降低患者心理负担，减轻
患者的痛苦。同时，“患者出院后，我
们都会安排护士打电话回访，指导用
药和日常护理，让患者到了家也能享
受医院的关怀。”周亚军说。

肛肠科对自身有着清晰的定位：

服务好乡镇的老百姓，成为他们的贴
心护卫。周亚军说，自己心情再不好，
只要听到患者说“今天舒服多了”、“不
痛了”，他的心情顿时就会好起来。“身
为肛肠科医生，一定要和患者多交流，
毕竟这是难言之隐。只要病人康复，
就是医生最大的自豪。”

赵霅煜/文 胡平/摄

从事急诊、重症医学专业临床工
作18年，朱滨专业技能过硬、爱岗敬
业、乐于奉献，无论是急诊抢救室、重
症监护病房还是甲流病房，凡是病人
最危重、疫情最紧急的地方，总能见
到他忙碌的身影。为救治心跳呼吸
骤停的青年学生，他曾连续2周守在
监护病房全力救治直至患者死里逃
生；甲流肆虐时，他不惧危险、挺身而
出，在金坛中医院隔离病房连续奋战
20多天……数不清的重危患者在他
妙手仁心下重获新生，并在他的影响
下将感激转化为正能量，尽力帮助身
边的人。

作为理学家朱熹第二十五代孙，
朱滨秉承先贤的理念，视传道授业解
惑为己任。他长期担任医院急重症专
业培训及考核老师，带领青年医务人
员学习掌握急救知识技能，手把手指
导学员掌握基本抢救技术和运用抢救
设备。作为省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

“指南下基层”讲师团成员，他不辞辛
苦地在省级及国家级继教班担任组织
和讲课工作。

“治病救人、教书育人”之余，他经
常思索如何进一步提升诊疗水平，为更
多危重患者解除病痛。他结合临床经
验，以“炎症与脏器损伤”为研究方向，
经过不懈努力取得创新突破，发表论文

50余篇，近5年SCI第一作者及通讯作
者论文23篇（总 IF=61.514 分，单篇最
高 IF=6.72）。他还获江苏省医学新技
术引进奖二等奖2项，市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1项，市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二等奖
1项，主持市级以上基金项目7项，入选
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
对象，荣获江苏省青年医学人才、市首
届“卫计好青年”等称号。他先后四次
获得市卫生局嘉奖，2016年被评为市
一院“十佳青年医务工作者”。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朱滨凭着对患者的关心，对医疗
卫生事业的热爱，在医疗、教学、科研
上奋力拼搏、锐意创新，换来了阳光下
病愈患者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他以
仁心仁术诠释了医者的大爱，守住了
患者的生命线。

学科融合解决顽疾病痛

71岁的周大爷因半个多月不能饮
水、进食，日前到七院胃肠道疾病诊疗
中心就诊。入院时，周大爷频繁呕吐，
身体状况极差。

住院后，中心医师团队给周大爷
进行了系列检查，诊断为贲门肿瘤体
梗阻，合并冠心病、心动过缓、心房纤
颤、II度房室传导阻滞。

周大爷贲门肿瘤已侵犯横结肠、
胰腺、膈肌、右下肺等多处器官，一般
情况下，可实施胃、空肠造瘘术，即通
过手术方法在胃或空肠做一个人工外
口与腹壁之间建立一个通道，用于灌
注食物和进行治疗，但并不能切除病
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应周大爷本人及家属强烈要求，
考虑到患者年龄偏大，体质差，且有胃
大部切除手术病史，术中易出现心脑
血管意外，手术难度、风险极大，胃肠
外科经过术前充分讨论，决定先给周
大爷植入心脏临时起搏器，再进行贲

门癌扩大根治手术。
经心血管内科给周大爷植入心脏

临时起搏器后，胃肠外科团队在上海
华山医院胃肠外科黄广建教授的指导
下，给周大爷进行了贲门癌扩大根治
手术，精准地将贲门肿瘤连同胰体尾、
脾脏、部分横结肠、左侧肾上腺、部分
膈肌、右下肺一同切除。

手术历时5个多小时，术中出血
约100毫升左右，术后周大爷愈合良
好,目前已出院休养。这也是七院首
例多脏器联合切除手术。

“一站式”服务免去东奔西跑

继市七院整合多学科成功创建创伤
急救中心以来，去年3月，胃肠道疾病诊
疗中心正式成立。根据胃肠道疾病国内
外发展趋势，七院将胃肠外科、消化内
科、内镜中心等学科（中心）进行资源整
合，成立了医院胃肠道疾病诊疗中心，目
前胃肠道疾病诊疗中心设在十四病区。

胃肠道疾病诊疗中心主任秦立翚
介绍，胃肠道疾病患者往往在就诊时，
选择内科还是外科就诊，无从下手，不
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疾病的科室进
行就诊。而在胃肠道疾病的治疗上，
又经常需要内外科协作治疗，胃肠道

疾病诊疗中心的成立，极大地方便了
患者就诊，同时也为内外科医生对患
者进行协作治疗提供了平台。

不仅如此，七院还与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签约，加入其医联体。东南大
学附属中大医院是江苏省首批通过卫
生部评审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签约
后，将充分发挥其技术辐射能力，全面
提升常州七院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
实现三年内达到三级综合性医院办院
水平，两个专科创建成为市重点专科，
一个专科达到省级临床重点专科水平。

利用和中大医院签约的契机，市
七院将进一步做大做强七院的胃肠病
诊疗中心，除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外，还将建立远程信息合作平台，实行
互联互通，实现预约挂号、远程会诊、
远程疑难病例讨论、远程教学培训和
病人转诊信息先行功能，使经开区老
百姓看胃肠病再也不用“东奔西跑”。

目前，七院还为胃肠病诊疗中心
配备了最新型的胃肠镜，有效地提高
了清晰度，更容易发现病人病灶，能有
效减少漏诊、误诊。秦立翚说：“今后，
胃肠病诊疗中心医生还将分批前往中
大医院进行进修学习。两个医院还开
通了双向转诊，危重病人可在两个医
院之间流动转换，更好地为经开区的
市民提供医疗服务。”

瞿云

奔牛人民医院肛肠科持续特色惠民——

中西医结合，护卫你的“出口”健康
夏季是肛肠疾病的高发季节，

入夏以来，奔牛人民医院肛肠科格
外忙碌。7、8 月份以来，肛周脓肿、
痔疮、肛瘘等肛肠疾病患者就多达
300多例。

自 2001 年起，奔牛人民医院外
科开始开展肛肠手术，随着社会的发
展，老百姓对医疗技术的要求逐步递
增，为了减少传统肛肠手术的损伤、
减少患者的痛苦，医院多次委派肛肠
组成员赴上级医院进修学习肛肠新
技术，进行技术革新，以适应肛肠手
术的发展趋势。

在医院肛肠手术新技术日益成
熟，患者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为
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2015 年 5 月，
肛肠科独立设科。近两年来，肛肠科
医疗团队以其过硬的技术实力和专
业水准，为奔牛及周边乡镇的肛肠患
者提供了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目前，肛肠科年门诊量 1500 人
次，手术数量达 100 多台，正在申报
争创市级基层医院特色专科。

肛肠科成立之前，主任周亚军数
次到上级医院进修，学习先进的理念
和治疗技术，“比如肛肠手术中的吻合
器，从PPH到 TST是一个很大的进
步，避免了肛门狭窄的问题。”周亚军
说，进修期间接触到各种各样患者，使
自己应对处理不同病情的能力有了很
大提高。

过去，医院遇到肛肠疑难病例，如

高位复杂性肛瘘，大多数都请上级医
院的专家们来院进行会诊、指导完成
手术。肛肠科成立后，再遇到类似的
手术，医生们都会做出完备的治疗方
案，并独立完成，患者无需奔波到市区
或者省内其他大医院，既方便了就医
又减轻了经济负担。

“前段时间就遇到一个 40多岁
的男性患者，之前因为肛周脓肿进

行过一次手术，后来由于高血糖、发
高烧，几天后肛周皮肤变成暗紫色，
并有脓腔形成，呈蜂窝状变化。”根
据患者的描述和症状，周亚军判断
是坏死性筋膜炎，必须进行第二次
手术。“一开始哐置了 2 根橡皮筋，
一天后脓腔还在扩大，向肛门周围
扩散并患及阴囊，我又哐置了4根，
每天换 2-3 次药，反复用双氧水冲

洗创面。”周亚军说，在南京进修时
接触过这类患者，并学习了如何哐
置，所以能对患者的病情发展及预
后康复作出正确的判断，不然这个
病人只能转上级医院。“工作21年，
虽然是第一次独立处理这样的病
人，但心里不慌，手术做得游刃有
余。”2 周后患者出院，后来又连续
换药3周，彻底痊愈。

技术过硬，患者省心又省钱

彰显中医优势，贴心服务温暖百姓

“

“
胃肠道疾病诊疗中心拥有一支

老中青结合的、医术精湛的医疗护理
队伍，中心现有人员18人，其中副主
任医师以上人员5人。由大外科主任
秦立翚兼任胃肠病诊疗中心主任，中
心对胃肠道疾病的诊疗积累了丰富的
临床诊治经验。现开放床位41张，一
体化管理、最优团队，实现了交叉疾病
诊疗、护理流程标准化、健康教育集体

化、教学科研共享化，带动了医疗技术
水平和护士专科护理能力的提升。

中心在腔镜下胃癌切除术、腔镜下
结直肠癌切除术、腔镜下微创腹股沟疝
无张力修补术、消化道穿孔的腔镜下修
补、肠梗阻的腔镜下治疗上形成了自己
的特色，在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
（ERCP）、重症胰腺炎的抢救、急诊内镜
下的止血治疗上独树一帜。

打通学科壁垒，直连优质资源，提供“一站式”服务——

市七院胃肠道疾病诊疗中心为民解“病”

朱子后裔，良医如滨
——小记市一院重症医学科专家朱滨

朱滨 市一院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医师，副教授，凭着对医疗卫生事
业的热爱，勤于钻研，勇于奉献，用
精湛的技术守卫患者的健康。

刷脸时代，整齐漂亮的牙齿也是加分项——

正畸矫正 改变的不止是牙齿

秦燕军 硕士，主任医师，常州
市口腔医院正畸科主任，江苏省正
畸专业委员会常委。从事医、教、研
工作多年；在 SCI 和中文核心杂志
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省级重点实
验室合作课题。擅长各类错牙合畸形
矫治，包括轻中度骨骼畸形、成人正
畸治疗等。

从2011年引进全市第一台PET-
CT开始，市一院核医学科主任王跃涛
和他的团队，在短短几年内使核医学
科发展为设备规模和诊治水平处于国
内先进水平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和市
医学重点学科，并成为全国24家核医
学规培师资培训基地之一。

作为全国心脏核医学的示范基
地，一院核医学科更值得称道的突破
还在于利用核素心肌显像指导心血管
疾病的精准诊疗，这为冠心病患者是
不是需要进行支架或者搭桥治疗提供
了重要的依据。王跃涛率领团队，使
核素心肌显像技术在省内领先，走在
了全国的前列，吸引国内20多家三甲
医院派医生来常学习。

对医生来说，PET-CT更关键的
不仅是技术，也是“心术”。有一位30
多岁的年轻女性，在例行体检中发现
一项肿瘤标记物癌胚抗原指标超高。
考虑到癌胚抗原一般用来检测消化道
肿瘤，王跃涛和他的同事把关注的重
点放在了消化道、肺、乳腺这一块，没
发现异常。对着电脑，王跃涛重新开
始新一轮的读片。终于，他在PET影
像中发现受检者的甲状腺右侧的“灯”
点亮了，“说明这一区域代谢轻度增
高，结合癌胚抗原这个指标和肿大的
淋巴进一步判断，可能是甲状腺髓样
癌伴淋巴结转移。”准确的判断为患者
后续的治疗赢得了时间，这位女士充
满感激。

王跃涛和他的团队之所以能像
小说中的福尔摩斯那般断案如神，
离不开科学的训练和长期的积累。
10年内科医生，使王跃涛临床尤其

是心内科经验丰富，而他带领的团
队，更是兼具临床、影像、核医学基
础的复合型人才。王跃涛要求他的
学生，在做检查之前与病人沟通半

个小时，这半个小时的沟通，不仅是
看病的一个环节，他坚守的是冷冰
冰的医疗仪器之外“人”的作用和医
生的温情。

核医学科里的“福尔摩斯”

王跃涛 市一院核医学
科主任、主任医师，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省跨世纪
科学技术带头人（333 工程）
培养对象、省“六大人才高
峰”培养对象、中华医学会核
医学分会全国常委兼心血管
核医学学组组长、中国医师
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常委、
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前任主
任委员、省医师协会核医学
分会主任委员。

周亚军（右）正指导科内年轻医生，跟进术后病人的恢复情况。

本报讯 吴老先生今年85岁，患
有严重的前列腺增生，每日受到排尿
困难的困扰，严重时甚至连续几天无
法排尿，不得不到到医院插管导尿。
由于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麻醉可能会
有生命危险，外科手术的法子也走不
通，老人苦不堪言。

一路求医到市二院。介入科团队
经过认真探讨和研究，决定为老先生
进行局部麻醉下微创介入栓塞治疗。
术后一周，吴老先生的尿频和排尿困

难症状明显好转，顺利出院了。
二院介入放射科主任蒋国民介

绍，介入栓塞治疗属于微创治疗，局
麻下即可完成，几乎不存在麻醉意外
的风险，安全性高，主要用于不适合
外科治疗的患者，比如存在麻醉风
险、出血风险的患者等。目前常州二
院介入血管科常规开展此项技术，为
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
选择。

（贾中芝 李青）

前列腺“减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