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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首例：一月女婴患罕见直肠重复畸形

医生微创
“
修肠”如同做
“
微雕”
■ 刘威

3 月 14 日中午，淮安市妇幼保健
院小儿外科成功为一名刚出生一个
月、体重 5 公斤的女婴点点（化名）实
施了直肠重复畸形修复手术。 这种病
的发病率极低，又出现在这么小的孩
子身上，对于任何一名外科医生而言
都很棘手。 这次手术的成功是该院
“李炳团队”再一次创造的奇迹，也填
补了我市卫生计生系统的空白。
点点的妈妈孙女士是徐州人，怀
孕 28 周在当地医院产检时， 医生告
知胎儿体内有一个包块。 这个包块位
于直肠前部，跟子宫、膀胱似乎都有
联系，具体是什么需要等到孩子出生
后做进一步检查。 孙女士惴惴不安的
度过了两个多月。 点点出生后，医生

又为她做了进一步检查，检查结果显
示点点的病情非常复杂，复杂到教科
书上都很难找到一点提示。 医生建议
孙女士带点点到淮安找李炳，如果李
炳说能治， 孙女士就可以高枕无忧
了。
3 月 12 日一早孙女士一家带着
点点从徐州来到市妇幼保健院，住院
后李炳、陈卫兵、夏顺林组成的专家
团队为点点做了细致检查，核磁共振
的检查结果显示这个包块和子宫以
及直肠的关系最为密切，包块直径有
3 厘米， 相比之下点点的子宫只有花
生米大小， 因此子宫被包块完全遮
挡，这一情况让医生怀疑点点可能是
得了阴道闭锁。 不过通过进一步的检
查，医生排除了阴道闭锁的可能。 也
就是说这个恼人的包块是和直肠“朝
夕相处”，医学上称之为“直肠重复畸

形”。 在消化道畸形中，小肠重复畸形
的发病率高达 50%，其次为食管、胃、
十二指肠。 直肠重复畸形的发病率极
低，临床手术很少有成功案例作为参
考。“这个病虽然不致命，但是任由这
个包块发展下去会压迫孩子的阴道、
尿道，还会引发直肠的梗阻。 ”小儿外
科副主任医师夏顺林说。 经过专家团
队的多次会商后，李炳团队决定为点
点实施手术。
3 月 14 日早上八点半手术开始，
“孩子只有一个月大， 体重只有 5 公
斤， 而且包块处在腹膜返折下方，没
有足够的操作空间，更让人头疼的是
包括紧挨着阴道、尿道稍有失误就可
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谈起这次
手术夏顺林说。 这次手术绝对堪称腹
腔镜手术教科书，手术使用的 3 毫米
器械，一切都是“精雕细琢”如同在做

“微雕”。“手术不仅要为病人解除病
痛，而且要减少一切次生伤害，不为
病人操心的医生不是好医生。 ”李炳
说。 手术做了两个小时，一切都很顺
利。 目前点点恢复良好，再观察几天
就可以出院了。
消化道重复畸形是指附 着 于 消
化道系膜侧的，具有与消化道相同特
性的球形或管形空腔肿物。 可发生在
消化道的任何部位，但以回肠发病最
多。 可表现为腹痛、腹部包块、反复暗
红血便或鲜红便，并可出现不同程度
的贫血症状。 对于该病的成因业界主
要有四种学说：李炳表示，该疾病属
于先天性异常，难以预防，可及早发
现、早期手术及避免严重并发症的发
生。 孕妇在产前检查中一旦发现此类
疾病要和儿外科医生及时联系，确定
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3 月 18 日 是 全 国爱 肝 日 。
市四院于 3 月 17-18 日， 组织
多名肝病专家在金鹰广场和市
体育馆广场开展大型义诊活动。
活动现场， 专家们耐心细致地
为前来义诊的市民讲解了肝病
防治知识， 尤其对肝癌的发病
原因及如何预防进行了重点普
及。 同时， 开出肝脏免费体检
单 及脂 肪 肝优惠 体 检 套 餐 300
余份。 活动受到大家的欢迎和
好评。
■ 张丽娟

淮安首例连续视程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获成功
■ 王玉玲

傅停停

摘掉眼镜是“眼镜族”们长久以
来的愿望。 近日，淮安市第一人民医
院眼科主任李超鹏和他的助手密切
合作，成功开展了淮安市首例连续视
程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从而给“眼
镜族”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据悉， 接受该手术的是一名 60
多岁的白内障患者。 当其听医生介绍
说目前已有连续视程人工晶状体面
市，可以让远、中、近三种视力都得到

恢复，从而可以摆脱眼镜，该患者表
示愿意一试。 手术顺利取得了成功，
目前该患者的三种视力都恢复到了
0.8 以上，看 40 厘米到 5 米之间距离
都非常清楚。
市一院眼科主任、医学博士李超
鹏博士表示，此次手术的新颖之处在
于首次采用了连续视程的人工晶状
体。 他介绍说，位于眼球中间的晶状
体承担着把光线折射到视网膜上的
功能。 随着人年龄变老，晶状体逐渐
失去弹性，渐渐失去了调节焦距的功
能，这就是老花眼的由来；而白内障

患者是由于晶状体变得混浊，光线无
法通过，从而影响视力。 据了解，白内
障是我国致盲率最高的眼部疾病，致
盲率达 47%，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 目前唯一根除白内障的方法是通
过手术移除浑浊的天然晶体，并更换
人工晶体。
李超鹏博士介绍说，以前的人工
晶体都是单焦距的，患者一旦选定某
种焦距的人工晶状体，看其他距离时
就需要眼镜的辅助；而新型的连续视
程人工晶状体具有一定自动变焦的
功能，患者可以降低或摆脱对眼镜的

依赖。
李超鹏博士表示，连续视程人工
晶状体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不仅
可以用于白内障的治疗，也适合老花
眼和近视眼的治疗。 有些近视患者年
老后患上老花眼，看远和看近时需要
在近视镜和老花镜之间来回切换，十
分不方便，如今可以考虑植入连续视
程人工晶状体，以摆脱不停换眼镜的
麻烦。 安装连续视程人工晶状体手术
的技术非常成熟，只是将原来的单焦
距人工晶状体换成连续视程人工晶
状体，手术过程仅需几分钟。

市卫计委走进天士力帝益药业
开展 101%服务活动
■ 记者

杨尚

通讯员

金毅

陆杨

近日， 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孙邦贵一行来到挂钩企
业——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开展 101%服务
活动，实地调查研究，摸清企业需求，扎实改进作风，服
务企业发展。
“只要你们有需求，我们都尽力做好！ 凡是我们能做
的，我们都落实到位！ ”孙邦贵对挂钩企业当场作出如此
承诺。 他表示，市卫生计生委将从四个方面做好服务。 一
是明确任务。 今年以来，市卫生计生委按照《关于 2017
年度“101%服务流动红旗”优质服务竞赛活动有关事项
的通知》要求，立足“早快实”，当好服务企业产品的“四
大员”，全力为“三重”项目提供无微不至的高效服务。 二
是扮好角色。 市卫生计生委将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深入
了解企业产品特色，通过“信息推广 + 技术咨询”角色，
把医改政策向企业解说好、咨询好，把企业的产品宣传
好、推广好。 三是技术协作。 企业在新产品研发中每年都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市卫生计生委将协助企业充分依
托我市已建成或即将建成的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强
化研发人员与临床医务人员的交流， 促成良好合作关
系，研发企业的新产品。 四是实事实做。 根据本系统实
际，创新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效，建立健全清单服务
制，做到定向、定人、定项目、定专题，层层压实细化工作
责任，为挂钩企业提供精准优质高效服务。
天士力帝益药业蔡总动情地说：“我刚到淮安，真切
感受到淮安市委市政府对企业发展的重视，也真切感受
到淮安经济发展环境的优越、市卫生计生委帮扶企业的
高效服务，非常感谢市卫生计生委提供的帮助！ ”
据悉，市卫生计生委在开展 101%服务活动中，充分
发挥本单位行业特色优势，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委机
关所有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参加相关活动，每位领导干部
定期深入企业，为企业提供排忧解难，共谋发展。

车桥镇中心卫生院开展
二级综合医院创建工作
■ 陈佩军
作为淮安区首家创建二级综合医院的乡镇卫生院，
车桥中心卫生院立足“学、改、抓、建”积极筹备二级综合
医院创建工作。
“学”：向评审标准学习。 创建初期，该院将每周五确
定为学习推进日，由院长带领大家学习评审标准；向兄
弟单位学习，组织各创建小组负责人到涟水县高沟医院
等学习他们好的经验、做法；层层分解任务，层层落实责
任，确保创建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改”：改进服务理念。 通过开展“优秀服务窗口”、
“共产党员示范岗”、“三好一满意”等活动，让广大医护
人员转变服务态度，改进服务理念，为病人提供更优质
高效的服务，提升医院的社会形象；改进科室布局，优化
服务流程，邀请区人民医院专家来院坐诊、病历点评、会
诊手术等，同时加强与市二院医联体建设，与南医大血
透中心建设，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和发展速度。
“抓”：抓核心制度落实。 狠抓医疗文书书写规范、护
理操作规程、医院感染防控、三级查房制度、大手术等核
心制度的落实和医疗质量控制；从严控制药占比、抗菌
药物使用率、次均费用等核心指标，提升服务质量。
“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结合国家级重点中心镇
建设和车桥特定的地理位置（淮安区渠南片 8 个乡镇的
中心，辐射人口 40 多万），该院积极筹划异地重建整体
搬迁，彻底改善就医环境和住院条件，同时更新医疗设
备、提高医疗技术、壮大人才队伍，打造医院服务品牌，
建成二级综合医院，成为淮安区渠南片医疗服务中心。

农工党清江浦区委
医疗志愿者在行动
■ 谷亚云

7 分钟！“生命通道”中的紧急救援
—市中医院专家提醒：
——
经产妇“有反应” 应赶紧去医院
■ 张娣娣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在临近预
产期时， 每个准妈妈都会十分地期
待，可如果宝宝是个“急性子”，迫不
及待地要来到人间，着实会让家人们
措手不及。 3 月 16 日上午，市中医院
急诊科与妇产科医护人员联手无缝
隙对接，搭建绿色生命通道，成功为
一名急产孕妇接生婴儿。
上午 8 点 48 分，“叮铃铃， 叮铃
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医
生， 我肚子疼的厉害， 感觉要生了
……”接到急救电话后，医院派出的
120 救护车拉着警报呼啸而去， 火速

赶赴现场白鹭湖花园，远远看见产妇
王女士一个人在路边痛苦的呻吟着，
车还未来得及停稳，医生张国宝已经
迎了过去：“患者羊水破了，快联系妇
产科！ ”随后，抢救室护士齐琦迅速建
立静脉通路，吸氧，监测生命体征；医
生保护产妇会阴， 指导产妇用力，一
系列救治措施迅速建立。
8 点 56 分，当急救车呼啸的驶进
医院时，绿色通道开启，产房也做好
了准备。 8 点 58 分，产妇被及时送入
产房，9 点 05 分， 伴随着产妇的屏气
声和医护人员的指导声音，一个成熟
健康的男婴诞生了，整个过程非常的
顺利，此时家人才匆忙赶到医院。“离
预产期还有 12 天呢， 没想到二胎这

么快，我这次算是体会到了。 ”产床上
的王女士疲惫地说，“多亏了中医院，
想想刚刚那一刻都心有余悸。 ”
据妇产科主任吴永建介绍，王女
士遇到的情况属于“急产”，急产是指
从有规律宫缩到完成分娩，总产程小
于 3 小时，是一种非正常分娩，对胎
儿和产妇都可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
伤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立
即启动绿色通道，全力救治是第一位
的，不会首先考虑费用的问题。“这种
紧急情况也考验了我们医务人员的
应急和判断能力，为病人争取更多的
时间。 ”姜晶晶医生对亲手接生了孩
子也显得很开心。
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 高危产

妇、高龄产妇也逐渐增多，妊娠风险、
安全隐患随之增加， 尤其是“急产”
时，宫颈、阴道、外阴、会阴等软组织
部分，来不及得到充分的扩张，胎儿
便迅速娩出，往往容易引起这些组织
的严重裂伤， 而且易发生产后出血，
胎儿也可因过强、过频的宫缩而发生
窘迫或窒息。
在此，吴主任特别提醒有生育要
求的女性应做好全面、系统的孕前检
查和孕早期保健卡的建立，定期产检
可及时发现妊娠合并症， 提早干预、
积极治疗。 孕晚期，有临产征兆及时
来医院检查，以确保母亲及胎儿的安
全。

淮阴医院举办创建三级医院等级评审专题讲座
■ 王晨

3 月 16 日， 淮安市淮阴医院邀
请江苏省等级医院评审员、 市二院
医务处处长田小丰来院开展三级医
院创建专题讲座。 该院 50 余名职能
科室同志参加培训。 该院副院长郭
云虎主持培训会。
田处长首先介绍了医院评审基

本 的 情 况 和 “质 量 、 安 全 、 服 务 、
管理、 绩效” 的评审主题， 围绕
《江苏省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
细则(2012 版)》 中的 8 章内容进行了
阐述， 并针对医疗质量持续改进、
医疗安全风险防范、 监督管理等重
要内容进行详细讲解。 其次， 他指
出， 医院职工要正确理解评审的标
准和意义， 正确掌握新标准， 认真
学习掌握及应用相关质量管理的理

论知识和工具， 了解和适应新的评
审方法， 重视应知应会的内容， 通
过全面质量管理实现医疗质量持续
改进， 医疗服务持续改善。
最后， 田处长还与大家分享了
市二院创建三级医院的工作情况和
迎检体会。 整个讲座深入浅出、 形
象生动、 提纲挈领、 针对性强， 既
有理论高度， 又紧密联系实际， 使
参加培训的人员能够深刻理解医院

等级评审的内涵和要求， 对淮阴医
院创建三级综合性医院指明了方向。
郭云虎指出， 本次培训旨在提
高行政管理人员对创建三级综合性
医院的认识， 接下来， 医院将进一
步开展全院范围内的三级医院等级
评审专题讲座， 切实增强创建工作
的针对性、 有效性。

近日，农工党清江浦区委医疗志愿者服务队来到金
鹰国际购物中心广场参加了“2017 年七彩志愿服务进社
区”学雷锋集中行动。
在义诊活动现场，农工党员免费为广大市民开展义
诊，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患者进行详尽的用药指导
和慢性病防治宣教，为市民普及医学常识、急救知识、健
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据统计，此次义诊活动共接待前来咨询问诊的群众
80 余人，免费测血压、血糖 200 余人次，发放健康教育宣
传资料 500 余份，义诊活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和一致好评。

淮阴区一医院超范围
从事放射诊疗工作被处罚
■ 许崇军
近日，市卫生计生委对淮阴区某医院超出登记范围
从事放射诊疗工作开出罚单。
市卫生监督所根据群众举报，经调查，发现涉事医
院在诊疗活动过程中未经许可从事放射诊疗工作、使用
没有取得任何资质证书的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放射诊
疗工作、在检查时未按规定为患者使用防护用品。 针对
此情况， 卫生执法人员下达整改通知书后依法立案查
处，并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等法规对其进行了警告和罚款。
市卫生监督部门提醒，依据《执业医师法》、《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和《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等法规的规定，医
疗机构从事放射诊疗活动（拍片、CT、介入治疗等）必须
取得《放射放疗许可证》，工作人员必须取得相关卫生资
质证书，同时应为患者和受检者做好非检测部位的辐射
防护。 如发现上述违法
行为时， 请及时通过
12320 卫生热线和网络
及卫生计生委和卫生监
督所投诉举报电话和网
站进行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