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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
卫健视点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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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施妙手
九旬老太康复出院

本报讯（通讯员孙妤婷）近
日，天气闷热，很多老年人出现
胃肠道不适反应。98岁高龄的
邹老太就是其中之一。所幸，市
人民医院胃肠、肛肠外科护理团
队精心护理，目前邹老太康复良
好已出院。

邹老太一开始只是觉得胃
口不好，排便没以前正常，也没
太在意。直到胃肠道不适反应
症状加重，肚子也有了一阵一
阵的胀痛感时才告诉她的子
女。子女便立刻把她送到了市
人民医院胃肠、肛肠外科就诊。
邹老太刚来到病区时，表情痛
苦，精神萎靡，体重也只有45公
斤，女儿在旁边很心急。科室
的钱燚副主任医师耐心仔细地
询问了病史，结合临床下腹部
膨隆胀痛，停止排气排便等症
状，怀疑邹老太是肿瘤压迫导
致急性肠梗阻，直肠镜结果也
证实了医生的判断。

诊断明确，但考虑到邹老太
年龄偏大，以往还伴有房颤和双

侧股骨头置换手术史，手术风险
较大，科主任史俊和周建平副主
任召开研讨会，为其制订详细的
治疗方案，迫切解决邹婆婆首要
问题：在肿瘤压迫的情况下立即
解决梗阻。

日前，周建平医疗组成功
为邹老太实施了Hartmann+肠
腔减压术，给邹老太胃肠减压、
胃肠外营养支持，邹老太梗阻症
状明显缓解。经过胃肠、肛肠外
科护理团队的精心护理，邹老太
3天后便能进行床边活动。考
虑到邹老太的女儿年纪也比较
大，该院胃肠、肛肠外科的造口
护理小组为其制订详细的护理
计划，在护士的指导下自己动
手更换造口，邹老太的女儿也
顺利掌握了造口技能。

据悉，该院胃肠、肛肠外科
的hartmann手术有效减轻了患
者疼痛，改善生活质量，该科造
口护理小组专业扎实，治疗经验
丰富，为患者及家属在造口知识
掌握方面保驾护航。

本报讯（通讯员孙妤婷 张铮
毅）“终于看到希望了，多亏你们
这双巧手啊”，莫先生出院的时
候笑着对护士说。近日，市人民
医院胃肠、肛肠外科（B12病区）
成功治愈一例复杂化脓性汗腺
炎患者。

据了解，7年前，莫先生发现
他的右侧臀部发红并且有脓液
流出，在其他医院接受了手术
治疗，病情虽得到控制，但7年
来一直没有完全好转，伤口始
终难以愈合。最近，原来手术
的地方又开始发红流脓，“漏
洞”不见好，治疗一段时间后，
效果甚微，尽管天天换药，但天
气炎热或是一不注意伤口就会
发炎，而且后来发展到疼痛难
忍，夜夜无法入睡，苦不堪言。
其间，莫先生也辗转多家医院，
但都没有办法。他抱着试试看
的心理，来到市人民医院胃肠、
肛肠外科就诊。医生通过询问
病史及相关检查后，加上莫先生
有糖尿病，伤口不易愈合，虽只
有右臀部有红肿发红，但是皮下
已形成了瘘道，病灶从右侧臀
部一直蔓延至大腿后、外侧，范
围之大，必须解决感染和皮肤

缺损双重问题。考虑到这种疾
病需要彻底治愈，科主任史俊
和陈平副主任医师经过术前准
备后行手术治疗，不仅给了好
的皮肤条件，提供了血供和软
组织保护，同时为用药创造条
件，抗生素到达局部，有效控制
了感染。再加上术后的精心护
理、创面换药，近日，莫先生创面
恢复良好，创面已经恢复红润，
已康复出院。

陈平介绍，化脓性汗腺炎是
一种汗腺慢性化脓性炎症，主要
发生于腋下、外生殖器及肛周等
处，初起表现为一个或多个小的
硬性皮下结节，以后有新疹陆续
成批出现，排列成条索状，或群集
融合成大片斑块。其结节表面无
明显的化脓现象，偶尔其顶端出
现一小脓疱，自觉疼痛及压痛，
全身症状轻微。约经几周或数月
后结节深部化脓，长时间向表面
破溃，形成广泛的瘘道，自然界中
的细菌就会趁机进入机体，如果
免疫力较差，感染由局部浅表逐
渐蔓延至深部，最终会诱发脓毒
血症等，危及生命。所以如果发
现上述部位有硬结，需及时到医
院就诊，以免耽误治疗。

本报讯（通讯员潘 静）近日，
一名8岁男童因患急性喉炎引发喉
头水肿，半夜突发呼吸困难险些窒
息，被家长急送至市中医医院，抢救
后转危为安。该院儿科副主任中医
师王敏华提醒，如果孩子突然出现
声音嘶哑、吸气时喘鸣音、犬吠样咳
嗽等，要警惕急性喉炎，并及时送
医。

当日凌晨时分，家住宜城街道的
小亮突然从睡梦中憋醒，感觉喉咙很
疼，喘不上气。他想叫醒妈妈，无奈
却发不出声音，只能把妈妈推醒。
小亮妈妈睁开眼睛，看到儿子脸色
胀得通红，张大嘴巴，呼吸很费力，
喉部发出喘鸣音，不禁大吃一惊，赶
紧开车把儿子送到市中医医院急诊。

王敏华接诊后，根据小亮的症
状，结合家属的病史主诉，当即判断
是急性喉炎，立即予以面罩吸氧、药
物雾化吸入、静脉推注糖皮质激素
等急救措施。经验丰富的王敏华告
诉患儿家属，急性喉炎病情凶险，如
果用药后呼吸困难不缓解，随时可
能要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取得家
属的知情同意后，王敏华和同事佘
皓主治医师做好了气管插管、气管
切开的一切准备。所幸经过一系列
对症治疗，小亮的呼吸困难逐渐缓

解，血氧饱和度也从来院时的66%
上升到了100%。随后，小亮被收
住该院儿科病区进一步观察治疗，
现已康复出院。

“一次普通的感冒引起的喉咙
发炎，怎么会突然这么严重？”针对
小亮妈妈的疑惑，王敏华解释说，急
性喉炎不是普通的喉咙发炎，而是
一种比较危险的儿科急症，如救治
不及时，喉部水肿会迅速加剧，导致
严重喉梗阻，出现呼吸困难甚至呼
吸衰竭，危及孩子生命。“由于急性
喉炎初期也是以咳嗽为主，很容易
被误以为普通感冒，而延误最佳救
治时机。”王敏华表示，急性喉炎有

“三大主征”：一是咳嗽声与平时感
冒的咳嗽声不同，呈犬吠样，或“空
空”样，且夜间加重；二是喉鸣大多
是在吸气时出现，而呼气时不明显；
三是病情进展迅速，孩子很快就出
现声音嘶哑，甚至发不出声。王敏
华补充说，部分患儿早期只有咽痛、
流涕、打喷嚏等感冒症状，甚至不发
热，夜间却突然出现异样的咳嗽，像
小狗叫一样，声音嘶哑，这是急性喉
炎最典型的症状。她提醒广大家
长，急性喉炎起病急，进展快，孩子
如出现上述症状，千万不可大意，一
定要尽快送医。

本报讯（记者尹 焱 通讯员钱
丽莎文/摄）日前，在建党99周年
之际，我市卫生健康系统召开了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大会（如
图），进一步凝聚合力斗志，充分发
挥卫生健康系统各级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全
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卫生健康系统各
级党组织全面落实管党治党责
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
导，发挥党的政治核心和领导核
心作用，在疫情防控中做了大量细
致有效的工作，卫生健康各项重点
工作，有部署、有推动、有落实，总
体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
势。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全体干部职工强
化责任担当，坚守防疫救治主阵
地，核酸检测、消毒消杀、急救转运
等重点工作开展有力有序有效；
党的建设成效不断彰显，各级党
组织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围绕
责任落实、组织建设、宣传思想等
方面，久久为功、持续为力；重点
工作推进更加有力，始终以“抓重

点、抓关键、促中心”的思路，推进
“健康宜兴”建设。

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
阻的“根本保证”，团结协作是战
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坚强基石”，
实干担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

“力量源泉”。市卫生健康委党委
书记、主任史中武在会上作了专题

党课报告，他强调当前疫情防控进
入常态化，卫生健康各项中心工
作、重点工作均在有力有序推进
中。全系统应对照考核指标和事
业发展方向，分析优势和短板，致
力强党建、抓业务、谋发展。首
先，“面”上要促融合，推进党建和
中心工作齐头并进。坚持党建和

业务工作“一盘棋”思想，强化统
筹意识和结合意识；坚持党建工
作和事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
推进、同考核。机关党委和各级
党组织都要立足实际，切实发挥
作用，促进党建和业务同频共振、
互动双赢。其次，“线”上要抓质
量，推进基层党组织实现过硬建
设。树立“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
明导向，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加
大对基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的考核力度，充分发挥党支部的
战斗堡垒作用。扎实开展“一坚持
四强化”行动，抓好《加强公立医院
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实施办法》的
贯彻落实，强化公立医院党的建
设。最后，“点”上要强效应，推进
党员队伍建设实现高质量。全系
统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头雁”作
用，时刻把党的纪律挺在前，坚持
学习、善于思考，讲究领导艺术，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
卫生健康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
治和组织保障，奋力争当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领跑者。

日前，宜兴市急救中
心党支部与相关单位联合
开展“牢记初心使命 勇当
急救先锋”主题党日活动，
32名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参加了活动。在党员交
流互动环节，该中心党支
部书记赵红春为大家介绍
了急救中心的建设与发
展，在党员教育、特色党建
项目、志愿服务等方面进
行交流，提高党建工作水
平。最后，市急救中心全
体党员还为大家准备了急
救知识技能培训课。图为
急救技能培训现场。

（通讯员 缪 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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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医生巧手打“补丁”

男童患急性喉炎险窒息
医生及时抢救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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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卫生监督所联合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宜兴市
分中心、宜城街道文峰社区在岳堤南苑小区开展了以“先锋青鸟
暖心上线展风采，飞入网格汇聚民心谱新篇”为主题的普法宣传
进社区活动和广场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现场，执法人员设立了多
个咨询服务台，为居民提供卫生健康、法律、安全生产等科普咨
询，向居民介绍《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非法行医危害等
科普普法知识，并现场发放法律读本、科普手册、宣传折页等材料
1000多份。 （通讯员 包青松/文 应 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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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市第二人民医院对目前所有
在院患者、陪护进行梳理。日前，3组医务人员完成病区近180名
陪护的核酸检测采样。 （通讯员 甘 芝 摄）

近日，市第四人民医院组织心血管内科、口腔科、眼科等医务
人员在宜城街道阳泉社区开展义诊活动。该院医务人员耐心询
问市民的日常习惯及身体状况，针对检查结果耐心细致地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给出专业性建议。并提醒大家，要控制情绪，合理锻
炼，保持正常的饮食起居，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养成健康的
生活习惯。 （通讯员 叶博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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