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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
卫健视点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宜兴

杜鹃花开杜鹃花开杜鹃花开

医护札记

图片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姚 轶）日前，
市牙病防治所将数字化技术运用
至临床上，为需装牙的牙病患者
解决了烦恼。

7月24日，宜城街道一位牙
病患者沈先生因牙隐裂致牙髓发
炎，疼痛难忍，愁眉苦脸来到市牙
病防治所进行治疗，修复科副主
任医师周静艳接诊了沈先生，为
他拔除牙髓，进行根管治疗解决
了患者疼痛问题。为了预防这颗
牙进一步裂开，使它能正常使用，
周静艳告诉沈先生还须做牙冠修
复。沈先生听完称，以前装过牙，
取模型的材料需要放到嘴里，很
恶心，有想吐的感觉，且不能马上
安装，假牙做好要等上十天半个
月，安装时医生还要在口中不断
调磨假牙的位置，非常难受，这次
又要装牙，心里有些抵触。周静
艳表示，以前传统的装牙方法的
确存在时间长、患者感受差的缺
点，不过现在口腔医疗技术数字
化了，运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
作，可直接光学扫描。当天，沈先

生在就诊两小时后，就戴上了美
观洁白的全瓷冠（假牙的一种），
他一脸惊奇地说道：“现在技术这
么先进了，真是没想到，又舒适、
又快又好，我今天是体验了一把，
这个口腔数字化技术真心不错。”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临床应
用成为口腔医疗行业发展的核心
关 键 ，市 牙 病 防 治 所 引 进
Planmeca CBCT机、CEREC（瓷
睿刻）数字化椅旁全瓷修复系统
等数字化设备，标志着市牙病防
治所口腔医疗技术全面进入数字
化时代，对口腔临床技术将带来
颠覆性的发展。数字化技术贯穿
于整个口腔种植、修复、正畸领
域。市牙病防治所组织医务人员
学习培训、临床研究和实践，现已
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口腔修复模
型打印、种植导板、间接粘结托
盘、临时冠、正畸模型、颌垫等制
作。后期将进一步扩大数字化技
术在口腔临床中各个领域的运
用，为患者提供更准确更全面的
诊断和更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

本报讯（记者尹 焱）日前，市
卫生健康委组织召开了职业病危
害现状普查申报暨职业卫生分类
分级工作培训会，在全市工业企业
中开展职业病危害现状普查申报
暨职业卫生分类分级工作。

今年，我市被国家卫健委确定
为开展职业卫生分类分级监督执法
工作的试点地区。为更好地推进我
市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职业健康
监护、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等重点
工作向纵深发展，促进我市职业健
康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市卫生
健康委以试点工作为契机，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拓创新，
将职业卫生分类分级和职业病危害
现状普查申报相结合，在全市工业
企业中开展职业病危害现状普查申
报暨职业卫生分类分级工作。

“2015年，我市曾开展过职业
病危害普查，但随着时代的变迁，
相关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市卫生
健康委职业健康科科长郭文峰表
示，此次职业病危害现状普查申报
与职业卫生分类分级工作同时进
行，统计将更为全面、细化，共涉及

全市近7000家工业企业。
据介绍，此次工作目标明确：

到2020年底，在以往职业病危害因
素网上申报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
摸清底数，完成用人单位现场调查
工作并形成分析报告；全面掌握我
市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数
量及不同行业、地区、经济类型、规
模等用人单位分布情况；掌握我市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接
触粉尘、化学毒物、噪声和电离辐
射的劳动者数量、岗位分布等情
况；掌握我市职业病危害项目申
报、职业健康培训、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与职业健康
检查等职业病防治工作开展情况；
做到全市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
100%，复核准确率100%，全市用

人单位负责人和职业卫生管理员
培训覆盖率100%；梳理确定各镇
（园区、街道）职业病危害重点监管
单位，实施职业病危害分类分级监
管，有效杜绝职业病危害群体性事
件，确保全市职业病防治形势持续
稳定。本次工业企业职业病危害
现场调查工作采用普查方式进行，
针对被调查的用人单位采用入企
调查方式进行。普查工作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制定
工作实施方案，对参与现场调查人
员进行培训等；第二阶段为实施阶
段，开展现场普查，普查数复核，报
送普查数据等工作；第三阶段为数
据汇总分析阶段，完成职业病危害
现状调查表网格填报，同时根据结
果完成对我市工业企业的职业卫
生分类分级工作。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第二阶
段，工作人员正深入企业进行普
查。”郭文峰称，所有工作将争取在
今年年底前完成，最大限度地预防、
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为下一阶
段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可靠的基
础数据，助力健康宜兴建设。

我市启动职业病危害现状普查
分类分级科学监管 涉及近7000家工业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蒋若妤）近日，
市中医医院肛肠科成功救治一名
年轻的坏死性筋膜炎患者，由于救
治及时，感染并未蔓延，患者伤口
恢复良好，术后5天顺利出院。

今年24岁的陈先生家住宜城
街道，一周前，陈先生突然感到会
阴部一碰就痛，因为没有影响正常
工作生活，陈先生并未及时就医。
谁知肿块越来越大，还破了一个小
口，陈先生发现后吓坏了，赶紧到
市中医医院就诊。

市中医医院肛肠科特邀专家
张焱主任中医师接诊后，当下就高
度怀疑为坏死性筋膜炎。坏死性
筋膜炎是一种极不常见，但又很严
重的感染性疾病。此病发病急、进
展快，如果局部感染得不到控制会
迅速向全身蔓延。张焱赶紧让陈
先生进行体表超声探查，确定炎症
扩散的范围。幸运的是，感染得到
了控制，并未侵及肛门及其他部
位。此时，及时手术清除坏死组织
至关重要。

在完善各项检查并接受消

炎、补充电解质等治疗后，陈先生
接受了急诊手术。手术由张焱主
刀，术中探查确认了感染局限在
患者会阴部，将坏死组织彻底清
除后，成功顺利结束。术后，除了
接受中药口服微波治疗、抗感染、
补液等营养支持治疗外，创面换
药也是关键一环，重要性不亚于
手术。医护人员每天为陈先生进
行创面清洁换药，在全方位的精
心照料下，患者各项生命体征平
稳，血糖得到控制，伤口消肿明
显，创面生长良好。出院时，张焱
叮嘱陈先生要保持良好的生活方
式，定期来院复查。

据张焱介绍，肛周脓肿主要症
状为逐渐加重的剧烈疼痛，如果脓
肿感染病变在会阴部，很可能导致
坏死性筋膜炎。而坏死性筋膜炎
非常凶险，具有起病急、发展迅速、
破坏力强、病死率高等特点，很可
能导致感染性休克并危及生命。
所以，张焱提醒广大市民，如果肛
周持续性肿痛，要及时就医，避免
病情恶化导致严重后果。

一扇大门，一道屏障，分割
成两个不同的世界。门外是寂
静的紧张，门内是紧张的肃静；
幽深的走道，冰冷的墙壁，密闭
的空间，耳边是监护仪发出的滴
滴声，眼前是一群绿色的人影，
蓝色的口罩帽子，让人无法窥视
到的容颜，当无影灯打开的一刹
那，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是否
有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
感觉？

其实，不要害怕，手术室里
也有阳光，那群“花帽子们”只是
白衣天使换上了绿色的衣裳。

你听——“阿姨，我害怕，缝
针疼不疼？我想要妈妈！”“小可
爱~不要怕，阿姨牵着你的小手，
给你力量，一会抓完虫虫就和妈
妈一起回家！”

“大妈，一会打麻药的时候
刚开始会有一点点疼，然后会有
酸胀感，放轻松，有不舒服可以
告诉我，但不能乱动哦！”“好，可
我还是紧张，能让我抓着你的手
吗？”“好！我站在这陪着你，不
要怕！”

手术中，“师傅，我这手动不
了，我脸上好痒，你给我抓抓
呗。”“好的，是这里吗？这样可
以吗？”“嗯，谢谢！”

“咳咳咳！”“怎么了？是喉
咙不舒服？有痰吗？有就咳出
来，我帮你擦！”

这些事情只是我们每天工
作中的小小插曲，蓝色的口罩即
使遮住了我们的容颜，温暖仍然
可 以 从 手 牵 手 的 一 刹 那 感 受
到。 （市徐舍医院 陈 萍）

本报讯（通讯员沈春升）近
日，市人民医院救治了一名脑卒
中患者。该院通过使用脑卒中
绿色通道、动脉取栓术，在短时
间内，最大程度挽救患者。术后
患者恢复良好，住院仅一周就康
复出院了。

63岁的张先生因为右侧上、
下肢完全不能活动，被家属紧急
送至市人民医院急诊科，急诊科
第一时间启动脑卒中绿色通道，
头颅CTA检查显示：患者左侧大
脑中动脉大血管闭塞。该院神
经外科许文辉主任、周志平主诊
医师及脑卒中团队立即实施急
诊动脉取栓术，通过SOFIA导管
吸栓，从股动脉穿刺到闭塞血管
完全开通，用时仅仅11分钟。最
大程度挽救了患者受损的脑组
织，术后，患者右侧上、下肢立即
恢复正常活动，效果立竿见影。

据悉，市人民医院通过开辟
脑卒中急诊绿色通道，设立专门
的卒中急诊，医生24小时值守。

脑卒中患者被送到医院急诊后，
立即启动“脑卒中绿色通道”，免
去患者排队等候的时间，可由专
科医生立刻判断病情进行初步
诊断，并在第一时间完成一系列
必要检查，确诊为缺血性脑卒中
后，如患者在急救时间窗内、家
属知情同意后可立即进行溶栓
治疗及机械取栓治疗，极大提高
急救效率。

脑卒中的患者须第一时间
送医院，才能得到及时诊治。但
脑卒中患者发病前的早期症状
往往未被重视，就会导致就诊延
迟，耽误黄金治疗期。对市民而
言，如何判断家人是否出现脑中
风呢？相关医生提醒：其实记住
简单的“卒中120口诀”就可以
了：“1”代表“看到1张不对称的
脸”；“2”代表“查两只手臂是否
有单侧无力”；“0”代表“聆（零）
听讲话是否清晰”。如果通过这
三步观察怀疑患者是中风，可立
刻拨打急救电话“120”。

日前，市牙病防治所组建“天使志愿者”服务团队，在医院门
诊窗口设立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开展文明引导和便民利民志愿服
务活动，为患者提供全程陪同人性化的服务。（通讯员 蒋丽昱 摄）

脑卒中绿色通道
护航患者健康

数字化技术临床应用
呵护口腔健康

市中医医院
救治一名坏死性筋膜炎患者

手术室也有阳光

8月4日上午，市第二人民医院产科医护人员在产科门诊举办
母乳喂养知识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为孕妇及家属答疑解惑（左
图）。 （通讯员 甘 芝 摄）

8月7日，市急救中心一行5人来到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急
救技能微视频二维码宣传图张贴在公交车上。之后，驾驶员和乘客
可通过扫码，在线学习急救。据悉，二维码宣传图中包含市急救中
心自主拍摄的“如何正确拨打120”“心肺复苏术”“气道异物梗阻急
救术”等微视频，共涉及全市560辆公交车。 （通讯员 缪 波 摄）

开设移动“急救课堂”

志愿导诊 服务市民

系列活动守护孕妈健康系列活动守护孕妈健康
8月1日至7日是第29个“世界母乳喂养周”，

围绕今年的宣传主题“支持母乳喂养 守护健康地
球”，市中医医院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宣教活动。除
了利用微信、网站、电子屏、海报等进行宣传外，还
开办“孕妈课堂”，向住院孕产妇及其家属宣教科学
的母乳喂养知识。图为医护人员现场示范穴位按
摩“催乳”技巧。

（通讯员 潘 静 摄）

普及母乳喂养知识

普查现场普查现场（（市卫生健康委供图市卫生健康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