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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专科

急救课堂

“嘭!”一声巨响，火光四溅。今年
7月21日凌晨5点，湖塘镇一出租房
发生煤气爆炸，房内一家三口被严重
烧伤，生命危在旦夕。接收伤者的市
二院阳湖院区，开通绿色通道，成立抢
救小组，组织抢救并紧急进行手术，至
上午9点，伤者陆续转入烧伤整形科
监护室继续进行救治。

以上只是市二院烧伤整形科医务
人员在日常救治工作中的一次镜头。
多年以来，面对“惨不忍睹”的伤者、闻
着烧焦刺鼻的气味，这个团队用责任
与爱心、坚守与担当，努力修复、弥合
着患者生理与心理上的伤痕，让他们
重拾生命的希望，获得生命的力量。

责任大于天，再认真也不为过

今年入夏以来烧烫伤事件频发，
仅仅是由煤气爆炸所致的伤者，已收
治了20多例，其中大多数是重度与特

重度烧伤，救治难度高、风险大、预后
差，还有其他烧烫伤意外也时有发生。

高强度的工作下，烧伤整形科全科
医护人员个个都像上了发条一样，紧张
而有序地忙碌着。他们坚守岗位、任劳
任怨、加班加点、毫无怨言。重伤患者
的皮肤保温功能几乎或完全丧失，热量
散发厉害，难以承受低温的影响，他们
所在的监护室不仅不能开空调降温，而
且还须开着取暖器等进行保温。

适逢酷暑，医生穿着隔离衣进去
帮伤者换药就像“蒸桑拿”，忙完回到
空调区域仍然汗如雨下，而他们却总
是勇往直前、无怨无悔。

面对这些变形惊恐的面容与遍体
鳞伤的身体，医护人员们严肃认真地工
作，平易近人地交流，没有流露出丝毫恐
惧与厌恶。考虑到伤者承受的心理压
力巨大、承受的疼痛难以忍耐，医护人员
在给患者悉心进行医治的同时，还不时
与伤者交谈，每当伤者因疼痛而呻吟时，
医护人员便立即停下，耐心劝导、鼓励伤
者要坚强。科主任潘维诚说：“世界上还
有比治病救人更神圣的事情吗？责任

大于天，我们再认真也不为过。”

温情与感动，付出亦是种幸福

“中国好人”孙国华的老伴施婆婆
因摔伤骨折后卧床不起，引起骶尾部
褥疮，并发严重感染，合并有老年痴
呆，病情很不乐观，在外求医未果，辗
转赶来二院烧伤整形科。

年近八旬的孙国华，前期几乎每
天都会坐公交从漕桥赶到医院，有时
还会在医院陪夜。在病情最重的时
候，不管孙老如何深情呼唤，施婆婆仍
然没法回应。

这一幕幕场景，常常让医护人员

深受感动，真切地扑捉着人性中的真
善美，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工作中。在
患者病情不稳定的时候，医生在深夜
里会去病房多看几眼；患者血管很难
打，护士蹲在床边细致查找许久，终于
一针到位；实在吃不进食物的，团队还
自掏腰包买米粉给患者补充营养……

施婆婆目前病情平稳。护士长顾
黎军说，“幸福有时真的很简单，就是有
个人坚定陪在你身边，为你的生命注入
乐观和平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辜负
这份爱，不辜负患者和家属给予的信任
和生命之托，这也是为医者的幸福。”

肖云

9月12日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
日”，作为世界上出生缺陷婴儿的高发
国家之一，我国每年的出生缺陷儿数
量高达80万-120万人。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我国高
龄孕产妇明显增多，伴随着出生缺陷
风险的大大增加，出生缺陷防控将面
临严峻挑战。在市妇保院产前诊断的
专家门诊，副主任医师张晓青每天都
要接诊50余名患者，患者往往是孕检
的指标有些异常或遇到一些困窘问
题，需要进一步就诊来判断胎儿是否
健康。不久前，40岁的二胎妈妈陈女
士，羊水穿刺诊断结果为21三体综合
征。每当碰到这样的病情，张晓青都
会轻声宽慰、详细解释，让孕妇意识到

优生优育的重要性。
张晓青介绍：出生缺陷，重在预

防，准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用心把好孕
前、孕期和新生儿这三个重要时间段
的筛查。

目前，孕期筛查主要有以下几种：
1、唐氏血清学筛查：一般在15—

20周左右进行，通过对静脉血的检查
就可以判明胎儿的患病风险，检出率
达60-70％。如果结果为高风险，提
示胎儿患唐氏综合征的几率较高，通
常建议采取进一步的检查明确诊断。

2、无创DNA：主要针对 21、18、
13三体综合征，准确率达90%以上。
检测出异常高风险的孕妇同样需要经
过产前诊断对胎儿进行确诊。

3、羊水穿刺有创产前诊断技术：
羊水细胞核型分析联合染色体微阵列
芯片是目前产前诊断常用技术，不但
能检测胎儿染色体数目异常，并且能

检出常见的染色体结构异常和拷贝数
变异，可以准确判断胎儿染色体情况。

4、B超筛查：超声检查是诊断胎
儿结构异常的主要手段，20-26周是
胎儿大畸形排查的最佳时间段。医院
专门引进了目前国内产前诊断领域最
先进的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使胎

儿畸形的产前检出率大大提高。
为降低出生缺陷，提高人口质量，

市妇保院加强孕期保健，通过产前筛
查和产前诊断，筑牢健康防护网，帮助
孕妇安全平稳度过人生特殊期，为实
现“人人健康、家家幸福”而努力。

妇幼宣

2011年，博士毕业的练学淦来到
市一院神经内科工作，经过刻苦的钻
研和大胆的实践，在神经内科成功开
展首例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神经介入
手术。如今，在他带领下，神经内科已
组建了一支专业的介入治疗团队，目
前已累计完成神经介入诊疗近600例，
有效降低了此类患者卒中再次复发的
风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时光回溯到2003年，练学淦在第
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攻读硕士研究
生，研究方向正是神经介入治疗。出
于对专业的执着追求，他每日都在X
射线下工作数小时之久，休息时间更
是废寝忘食地查阅文献、书籍，不久他
的身体出现疲乏、食欲下降等不适，医
生叮嘱他一定要好好休息。但第二
天，手术台上又出现他忙碌的身影。

“行医路上需要勇往直前，既然选择了
神经介入，就应该对患者、医院和恩师
有所交代，不经历足够的磨难，怎能取
得真经。”他经常这样说。

练学淦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神经介入的经典手术方式是经股
动脉穿刺进行手术。此种方法术后要
卧床24小时不能屈曲右腿，患者舒适
度较差，且因卧床、烦躁、过早活动屈

曲右腿等情况造成术后并发症的风险
增加，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医者
父母心，他经过认真学习和细心琢磨，
尝试并熟练掌握了经桡动脉进行神经
介入的关键技术，使这种手术方式在
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每当
看到患者术后自如地在病区里散步
时，他脸上总充满微笑。虽然新的手
术方式让他接受了更长时间的射线，
但他却一直认为，提高手术质量、降低
手术并发症的风险永远是第一位的。
通过不断地努力，近年来他共发表SCI
论文5篇和中华级论文6篇，获得常州
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凭借对事业的执着和对患者的关
爱，练学淦以救死扶伤、解除病痛为己
任，为医院的发展贡献着全部力量。

晕厥是一过性的意识丧失，出现
直立体位不能维持的情况。国内资料
显示，5岁-18岁的青少年中，20%-
30%的人至少经历过一次晕厥。

进入开学季，新生往往要参加军
训，在高强度的训练下，如果突发晕厥
怎么办？旁边的人又该如何施救？

1、低血糖性晕厥
多见于严重饥饿者或长时间进食

很少者、Ｉ型糖尿病患者。青少年正
当生长发育关键时期，身体基础代谢
旺盛，再加上每天大量运动消耗，若不
及时就餐，极易发生低血糖昏迷，表现
为神志淡漠、意识尚清但应答反应差，
皮肤苍白，四肢冰冷，严重者可发生昏
迷甚至手足抽搐。

救助措施：迅速让其平卧，缓慢给
予糖水复苏，待意识恢复后缓慢进
食。低血糖较严重处于昏迷状态的，
要及时送医院救治。

2、心源性晕厥
是指由于心脏结构或功能异常，

心排血量突然减少引起的晕厥，常见
于存在先天性心脏病或感染性心肌炎
的青少年，很凶险，一旦发生有危及生
命的可能。

救助措施：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
话，现场第一目击者尝试采用心肺复
苏术施救，争分夺秒全力抢救。

3、中暑引起的晕厥
是由于环境温度过高，机体无法

正常散热导致体温被动升高而出现的
晕厥。这种晕厥一般伴有高热、大汗
淋漓、皮肤潮红等中暑症状，在早期可
有头痛、头昏、多汗、疲乏、虚弱、恶心、
呕吐、心悸、脸色干红或苍白、注意力
涣散、动作不协调等表现。

救助措施：立刻停止活动到凉爽、
通风的环境中休息，松解衣服，大量补
充水分，给予冰袋或冷毛巾降温处
理。如果30分钟内患者情况没有改
善，应及时送医院救治。

4、其他原因引起的晕厥
癫痫发作时可在短时抽搐后出现

约10分钟-30分钟的短暂晕厥；久坐
后突然起立的瞬间可能因体位性低血
压发生晕厥；一些精神因素，如因某些
事情导致精神极度紧张、情绪激动，也
有可能发生晕厥。上述情况一般需针
对病因治疗。

急救医生提醒广大军训学生，训
练期间注意劳逸结合，保证8小时睡
眠；训练时会大量出汗，记得及时补充
水分，涂好防晒霜；训练中一旦发觉身
体不适，及时向教官或老师报告，到阴
凉处休息，若症状严重或持续不缓解，
立即就医。

宣萱

志把真情洒边城
学科建设献才干

2003年，高峰从湖北中医药大学
硕士研究生毕业，作为优秀专业人才
被引进到武进人民医院，迅速成长为
科室骨干。

2014年1月，高峰来到新疆尼勒
克县，成为武进区第八批援疆干部，他
任尼勒克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武进援
疆医疗组组长。在医院支持下，高峰
开展了肠镜检查等三项新技术，填补
了尼勒克县技术空白。他创新以“柔
性人才引进”方式协助尼勒克县人民
医院建立起重症监护室、血液透析中
心，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该院顺利通
过等级医院复评，受援科室被评为院
新技术开展先进科室、院重点专科、伊
犁重点专科申报单位。

援疆期间，高峰累计接诊患者
3000余名，成功抢救危重患者100余
例。他还资助了一名少数民族贫困学
生及六户因病致贫家庭。同时他组织

医疗队深入农牧区义诊达十余次。一
年半里，他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以实
际行动诠释了“真情援疆拼三载、追求
卓越超期待”的新武进援疆精神。

对症施药治顽疾
真诚为医百姓赞

“找高医生看病他态度好，对人和
气。”“开的药都不贵，效果还好。”“高
医生看病很负责，我就信他。”……坐
在医院内科门诊等候区的患者们，笑
着赞扬他们心中的好医生高峰。

两年前，家住牛塘的张大爷每次
吃完东西不久，胸口就一阵阵灼烧疼
痛，跑了好几家大医院，诊断为贲门癌
术后的反流性食管炎，治疗没有效
果。几个月下来，人消瘦到90斤，后
辗转找到高峰。“几个月后我的病情慢
慢稳定，体重也升到110斤了，现在我
们全家都是他的‘铁杆粉丝’！”张大爷
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许多患者和家属都说高峰是恩
人，而在他看来，患者更像是自己的

“亲人”。天气预报下雨，患者还会发
个信息叮嘱他注意。

匠心独具技艺高
锐意进取结硕果

十余载坚守在临床一线，高峰甘
之如饴，一切以工作为重，以科室需要
为先。在科主任张中平的带领下，
2012年底，该院消化内科成功创建为
常州市临床重点专科。高峰和科内同
事积极开展了ERCP、ESD等一批新
技术新项目，以更强的技术实力、更优
的诊疗服务接受常武百姓的检阅。

他的努力也受到多方肯定，先后被
评为院优秀医师、十佳青年医师、武进
区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
者，新疆伊犁突出贡献援疆医疗专家、
尼勒克县优秀援疆干部人才、尼勒克县
专业技术骨干人才、尼勒克县民族团结
模范个人、尼勒克县人民医院优秀专
家，年度最美武进人等荣誉称号。

十多年来，高峰收到的表扬信、感
谢信、锦旗不计其数，患者信任的是他

的精湛医术，感恩的是他的高尚医
德。高峰和医患之间的故事还在继
续，而那些故事，充满人情的温暖。

武医宣

本报讯 “我的女儿还不到10岁，
乳房就增大了，是不是性早熟？”近日，
在武进中医医院乳腺病科门诊上，提
出类似疑虑的家长不在少数。医生提
醒，是不是性早熟，家长要注意观察孩
子是否有第二性征过早出现，单纯性
乳房早发育不会对儿童的生长发育造
成不良影响，不需要特殊治疗。

8岁的雪雪，前几天洗澡时发现自
己两侧乳房有肿块，并感觉有点痛，母
亲赶紧带她就诊。乳腺病科主任储军
首先为雪雪进行了手诊，发现其左乳
头后方能摸到硬结样变化，轻轻按压，
孩子感觉疼痛。双侧乳腺彩超检查结
果显示，其左乳腺体增厚。综合其它
问诊情况，储军诊断雪雪为单纯乳房
早发育，无需特殊治疗，平时只要注意
饮食、生活习惯等即可。

储军解释，儿童出现一侧或双侧乳
房增大，还可能伴有触痛现象，这并不
都是性早熟，绝大多数只是第二性征的
特殊表现，是一种发育变异现象，也是

一种自限性病症，称为儿童单纯乳房发
育，是部分性早熟中最常见的一种。女
孩们除了乳房提前发育外，并没有其它
表现。

预防性早熟，她建议从合理搭配
膳食、加强运动等方面着手，保证三餐
摄食均衡，饮食清淡，少油少甜，生活
中不给孩子“儿童不宜”的视觉污染。

此外，她提醒家长，平时要多留心
观察孩子是否有第二性征过早出现、
10岁以下孩子身高增长突然加速等
现象，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前往正规
医院就诊，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一般不
需要特殊治疗。但需要注意的是，有
部分诊断为“单纯性乳房早发育”的患
儿可能有潜在的其他病因，如果此种
病因不能及时发现和去除，乳房持续
增大，可能会演变为真性性早熟，因此
也不要忽视定期随诊，复查孩子的骨
龄、检查性激素及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素的水平。

（曹艳 潘英 周茜）

本报讯 9月4日上午，武进人民
医院南院急诊科收治了两个因短时间
站立头晕昏倒的学生，他们的症状主
要表现为眩晕和呕吐。接诊医生分析
这与假期综合症不无关系。

不过，该院临床营养学科主任於
红梅表示，“体质差”是学生晕倒的真
正原因。如今，青少年群体的维生素、
微量元素摄取普遍不足，同时缺乏体
能方面的锻炼，进而形成了体质弱的
事实。而挑食偏食会对发育造成营养
不良、抵抗力差、易生病、易感冒等影
响，尤其对脑力和体力劳动最甚，还会
使视力下降。

日前，《学生餐营养指南》发布，将

于明年2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定了
6-17岁中小学生全天即一日三餐能量
和营养素供给量、食物的种类和数量
以及配餐原则等。标准提出，学生一
日三餐应提供谷薯类、新鲜蔬菜水果、
鱼禽肉蛋类、奶类及大豆类等四类食
物中的三类以上，尤其是早餐。三餐
提供的能量和营养素应分别占全天总
量的25%至30%、35%至40%、30%至
35%。於红梅提醒，如果日常食物提供
的营养素不能满足学生生长发育的需
求，可鼓励使用微量营养素强化食物，
如强化面粉或大米、强化酱油或强化
植物油等。

（华丹 沈芸）

俗话说：医药进家门，治病又救
人。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很多
居民家中都备有小药箱。那么到底该
配备哪些药品，如何使用和管理？

药品的配备

家庭配备的药物，首先要实用，要
根据家庭成员的年龄及健康状况进行
配备，应选择疗效稳定、用法简单的药
物。尽量选择口服、外用等剂型。家
中有儿童的，可储备一些退热止咳和
健胃消食的药物；家中有老年人的可
以备有一些急救药物。

1、心脑血管和呼吸系统急救药，如
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和平喘的气雾剂
等，紧急情况下，可舌下含服或喷雾。

2.、感冒药。感冒没有特效药，一
般的感冒药都是以缓解症状为主的复
方制剂，特别要注意不要几种感冒药

混吃，以免发生药物叠加效应。此外，
不建议家庭药箱中配备抗生素，因其
属于处方药，如服用感冒药后1-2天
效果不佳应立即去医院就诊。

3、抗过敏药。如出现皮肤红痒、
皮疹，可使用该类药物，但这类药物与
感冒药都会引起嗜睡等副作用，服药
后应避免驾驶、高空作业等行为。

4、消化系统类药品。包括止泻、
助消化、治疗便秘的药物等，注意关注
此类药物的服用时间（餐前、餐后等）。

5、解热镇痛药。服用这类药物可
能会引起胃部不适，建议在餐后半小
时服用。

6、外用消毒药品和器械物品。包
括碘酊、烫伤膏、云南白药、体温表、棉
签、创口贴、无菌纱布等。但要注意，一
旦伤口流血不止或出现感染，应及时就
医。小而深的伤口、被动物咬伤应及时
到医院进行专业的预防接种处理。

7、慢性疾病的药物。如高血压、
糖尿病、高血脂等患者需要长期服用

的药物。

药品的服用

1、应预先熟悉药箱中药品的适应
症和用法用量。

2、在明确诊断之前，最好不要随
便用药，以免掩盖症状，造成诊断困
难，甚至误诊。

3、两种以上药物同时服用，还可
能产生相互作用，应在医生和药师指
导下使用。

药品的管理

1、分类管理。成人与小儿、内用
与外用、急救与常规用药分开，并标志
清楚。

2、合理贮存。药物常因光、热、水
分、空气、酸、碱、温度、微生物等外界
条件影响而变质失效。因此药品应放
置于避光、干燥处。部分药品对温度
还有严格要求，阴凉保存需要控制在
20℃以内，胰岛素、活菌制剂等冷藏药

品要放冰箱2-8℃保存（注意不是冷
冻柜，以免结冰导致变性失效）。外用
栓剂为了防止其软化，在天气炎热时
也应冷藏保存。长江中下游独有的黄
梅季，天气比较潮湿，有些药物包装内
会有干燥剂，可将其保留于药箱内，起
到一定的除湿作用。

3、关注有效期。药品超过了有效
期便不能再使用，否则不仅药效降低，
还可能分解出有害物质，对人体产生
损害。

此外，一些特殊的药品，有效期
与其开封的日期密切相关：①眼药
水。建议开封后1个月内用完；②瓶
装口服液。开封后在规定的贮存条
件下保存2个月左右；③去除原包装
的拆零药品建议开封后1个月内用
完；④胰岛素开封之前应放冰箱冷
藏，一旦开封启用，可以室温保存，但
不应超过1个月。

市二院金东方院区药剂科主任、
副主任药师 李青

市二院烧伤整形科：

铁肩担道义 仁爱暖人间

常州二院烧伤整形科始建于
1984 年，一直担任本地区的烧伤救
治工作。现有床位 37 张，配有全市
最先进的带有全套中央监护、床边监
护系统的烧伤重症监护室、烧伤独立
手术室、烧伤自动浸浴系统的浸浴

间、病房及全市一流的中心实验室。
专业特色主要包括：1、烧伤 2、整形
3、创面修复4、慢性伤口治疗。主要
手术项目包括烧伤早期大面积切削
痂术、磨痂术、微粒皮移植术、真皮支
架移植术、复杂难愈创面修复术等。

张晓青 市妇幼保健院副主
任医师，从事妇产科及优生遗传临
床工作30余年，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多篇，获得江苏省妇幼保健新技术
引进奖和常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若干。擅长遗传咨询；孕期常见遗
传病的筛查及诊断；复发性流产的
病因学诊断及治疗等。坐诊时间：
周一、周四全天。

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市妇保院专家呼吁

出生缺陷重在预防 孕期筛查尤为关键
专家谈病

匠心独具 温暖于心
——记武进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高峰

家庭小药箱的配备与管理

高峰 武进人民医院消化内
科副主任、副主任中医师，十多年
来，他被无数患者赞誉为“信得过
的好医生”。

博学至精 实“淦”为民
——小记市一院神经内科专家练学淦

练学淦 市一院神经内科副主
任医师，凭着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热
爱，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努力践行
白衣天使“责任重于泰山”的誓言。

单纯性乳房早发育无需特殊治疗

升旗仪式上，学生忽然晕倒……

军训时突发晕倒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