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14 日袁在我院重症医
学一科患者接待室里袁来自四
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邓某一家
人袁感激地从科室护士长手中
接过了全科医务人员捐助的
4710元款项遥

25 岁的邓某于此前 10 多
天来到梅州务工袁7月 1日袁他
因受凉出现发热尧咳嗽尧言语
不清尧吞咽困难等症状袁在附
近诊所处理后未见好转袁 于 7
月 3 日入住我院遥 期间袁邓某
病情不断加重袁 出现昏迷尧呼
吸困难等症状袁转入我院重症
医学一科遥 在全科医务人员的
精心救治之下袁 邓某逐渐清
醒袁病情好转遥

但是袁因家庭贫苦袁家属
手中仅有的几千元积蓄已全
部花光袁 无力支付后续的治
疗遥 面对焦急的家属袁重症医
学一科在积极为邓某缩减治
疗费用的同时袁科主任尧护士
长向全科室发出爱心捐款倡
议袁筹得上述款项遥

"本次自发捐款发扬了医
院 ' 厚德广济尧 尊道精业 ' 的
院训精神遥 "重症医学一科主
任罗伟文表示袁捐出款项不仅
让这个穷困的家庭在危难时
刻看到了曙光袁也表达了医护
人员对患者的关爱袁坚定了患
者治疗的信心遥

渊重症医学一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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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建设成为现代化、信息化粤闽赣边区域性医疗中心风采

中医脾胃病门诊开诊
传统特色疗法治胃病

最近袁美剧叶冰与火之歌曳
第七季回归袁剧中的小矮人因
为矮小袁 受到家族排斥遥 那
么袁孩子长期比同龄人矮半个
头袁算不算一种疾病钥 很多家
长往往认为孩子只是发育比
较晚遥 医生特别提醒袁如果儿
童长期生长缓慢袁要注意是否
已经患上矮小症遥根据抽样调
查袁我国儿童矮小症发病率约
为 3%袁 然而很多家长未对这
个问题予以重视遥

为提高民众对儿童矮小
症的认识袁及时对矮小症患儿
进行干预治疗袁7 月 8 日 袁由

叶健康时报曳 主办尧 我院承办
的"中国儿童生长发育健康传
播行动"梅州站活动在我院会
议中心举办袁共有 180 个家庭
参加了本次活动遥

本次活动特邀深圳市儿
童医院内分泌科刘霞主任和
我院儿内科儿童生长发育专
家温志园副主任医师袁现场为
家长普及儿童生长发育知识袁
开展矮小身材筛查及义诊等
公益活动遥活动为每个儿童进
行专业的身高尧 体重测量袁进
行一对一生长发育咨询并绘
制生长曲线图遥

温志园介绍袁每学期都坐
在班级第一排尧 比同龄孩子
矮半个头 尧 每年长高不到 5
厘米尧 生长期 1 年以上不用
换衣服鞋子是矮小症的四大
信号袁出现这几种情况袁家长
就要注意带孩子到医院做检
查遥

据观察袁大多数矮小儿童
伴有不同程度的自卑尧内向等
心理或行为障碍袁部分矮小严
重者可能影响到升学尧就业和
婚姻袁甚至成年后不具备正常
劳动能力袁成为社会负担遥 此
外袁垂体瘤尧甲状腺功能低下

等原因导致的身材矮小袁如果
不及时干预袁还会对孩子的智
力发育和生命健康造成严重
影响遥

目前袁我院每个月大概接
诊 100 多名矮小症患者遥温志
园强调袁 矮小症要早发现尧早
诊断尧早治疗袁孩子的年龄越
小袁骨骺生长的空间及潜力越
大袁 对治疗的反应越敏感袁药
物促生长效果就越好袁"4-10
岁是矮小症治疗的黄金时
间遥 "

温志园提醒袁 对于矮小
症儿童袁要先查明原因袁以便

对症治疗遥 家长可带小朋友
前往正规医院的儿科进行检
查遥 目前袁我院已经开展了生
长激素激发试验尧 性激素激
发试验尧 骨龄评估等多项检
查项目遥

据了解袁矮小症的治疗费
用跟患者的体重成正比袁孩子
的体重越重袁 用药剂量就越
大袁治疗费用也越高遥据了解袁
一个体重 40kg 的矮小症患者
一年花费的费用要比体重
15kg 的患者多一两倍袁而且效
果不如后者好遥

渊儿内科冤

骨质疏松宜早诊早治

小米步枪士气雄袁惊天动地建奇功遥
除奸惩恶强家国袁九秩军旗更艳红遥

百万雄兵任在肩袁科学战术史空前遥
航母潜艇鹰阵展袁保家卫国铸铁拳遥

蔡巧玲渊原信息科科长

日前袁我院中医科脾胃病
门诊正式开诊袁推出了中医药
治疗尧穴位贴敷等多种中医特
色疗法遥脾胃病门诊位于我院
1 号楼 7 楼袁开诊以来每天接
诊四十余名患者袁相当火爆遥

中医科副主任中医师周
文锋介绍袁脾胃是中医学的概
念袁 泛指人体的整个消化系

统遥中医认为袁胃主受纳袁脾主
运化袁脾与胃相表里袁共为气
血生化之源袁 是生命的根本遥
脾胃是"后天之本"袁通过受纳
运化水谷以养全身和统摄血
液等功能遥

受生活作息尧工作压力以
及饮食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袁
当下脾胃病患者很多袁包括西

医所说的慢性胃炎尧消化性溃
疡尧反流性食管炎尧功能性消
化不良等多种疾病遥患者常有
腹胀腹痛尧胃冷怕寒尧腹泻或
慢性便秘尧食欲不振尧恶心尧反
酸尧嗳气等症状袁部分久病患
者还出现失眠尧消瘦尧精神不
振等袁明显影响身体健康与生
活质量遥

针对脾胃病不同证型袁中
医科开展了多种针对性疗法遥
以中药调理为例袁通过辨证论
治袁采用理中汤尧四逆散尧香砂
六君子等方药温中散寒尧疏肝
理气尧健脾祛湿袁通常两周能
够改善患者脾胃功能遥 此外袁
科室自制消胀止痛贴 尧 胃肠
散袁对患者进行局部或穴位贴

敷袁也达到了良好效果遥
此外袁中医科还推出了中

药足浴尧局部物理治疗尧耳穴
压豆尧 拔罐等多种特色疗法袁
并将于近期推出艾灸治疗遥对
于脾胃功能较弱的患者袁中医
科还将针对患者个体情况进
行饮食指导袁开具药膳遥

渊中医科冤

近日袁 梅州市民林先生跟朋
友聚会袁一顿饱餐后上腹隐痛袁半
夜腹痛加剧难忍袁 连夜来到梅州
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就诊遥 经检查袁
初步诊断为急性胰腺炎袁 胆总管
胰腺段结石袁转入消化内三科遥

经详细检查袁 医生确诊了林
先生的胰腺炎是因胆总管结石造
成的袁 需要尽快把胆总管结石取
出遥 然而袁林先生在 5年前就曾因
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伴胆囊
炎发作袁做了胆囊摘除术+胆总管
切开取石术遥 当听到胆总管结石
再发又要进行手术时袁 林先生摸
摸自己腹部长约数公分的疤痕袁
又想起当时术后腹部留置 T管一
个多月的痛苦袁心情糟糕极了遥

就在林先生一筹莫展之际袁
医生为他详细介绍了一种不开刀
也能取出胆总管结石的方法--
经十二指肠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
渊ERCP冤+十二指肠乳头切开取
石术渊ECT冤遥 经与林先生及其家
属充分沟通袁 消化内三科曾安祥
主任及曾德辉医疗组长详细设计
了手术方案并成功实施手术遥 手
术过程顺利袁历经 25 分钟袁成功
取出一颗大小约 6 毫米的胆结
石遥 术后 3天袁林先生顺利出院遥

据介绍袁 胆总管结石患者一
般表现为右上腹痛袁 且容易反复
发作袁有些患者还伴有黄疸尧发烧
等症状遥 如果不及时治疗袁容易导
致化脓性胆管炎尧 肝功能严重损
害尧急性胰腺炎发作或复发袁严重

的危及生命遥
"ERCP是经十二指肠镜通过

胆总管出口渊即十二指肠乳头冤进
行胰胆管造影检查袁 通过判断胆
管内病变后适当行胆管出口扩大
后取出结石遥 患者不需要开刀袁痛
苦小袁具有安全尧有效尧并发症少
等优点遥 "曾安祥表示袁通过十二
指肠乳头切开后气囊扩张乳头的
方法袁既能顺利取出结石袁又能最
大程度保留乳头括约肌功能曰对
于较大的胆总管结石袁 还可以通
过金属网篮碎石后再分块取出结
石遥 "手术通常二三十分钟就可以
完成袁 目前已成为胆总管结石的
首选治疗方法遥 "

据了解袁我院自 2009年在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尧 南方医科
大学附属南方医院等大医院学习
引入 ERCP 及其相关技术后袁已
经成功开展 1600 余例胆总管结
石取出术袁成功率达 95%以上袁无
论在开展数量还是成功率都位居
全省前列遥 目前袁科室共有 5条专
用十二指肠镜袁 全部为奥林巴斯
和富士等进口品牌袁 设备在省内
亦达到先进水平遥

" 大部分胆管结石是胆囊结
石移位导致袁 如果体检发现有胆
囊结石的患者袁 要定期到肝胆胰
专科进行随诊咨询遥 " 曾安祥提
醒袁患者通过 B超或 CT检查袁能
够及时发现是否患有胆囊结石遥

渊消化内科冤

为加强与各地区医疗单
位的学术交流袁提高骨质疏松
症的诊疗水平袁7月 8 日袁广东
省医学学术直通车--骨质疏
松学梅州行在我院会议中心
举行袁来自梅州尧河源及周边
地区的 100 多名同行参与了
本次活动袁并进行了热烈的学
术讨论遥

活动邀请了广东省医学
会骨质疏松学分会主任委员
刘丰教授袁以及广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尧 广州军区总医院尧广
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
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前来授课遥
活动围绕临床热点疑难问题
展开讨论袁交流了骨质疏松诊
断及治疗的最新进展遥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袁对
增进广州和梅州周边地区的
医学专家尧医护人员的学术交
流与合作袁加快梅州周边地区
骨质疏松学的发展具有积极
意义遥

据介绍袁骨质疏松症是一
种常见的老年性疾病袁其特点
为单位体积内骨组织量减少袁
骨皮质变薄袁海绵骨骨小梁数
目及大小均减少袁 髓腔增宽袁
骨荷载功能减弱袁从而导致腰
背尧四肢疼痛袁脊柱畸形乃至
骨折遥 骨质疏松的发病原因比

较多袁与遗传尧雌激素缺乏尧甲
状旁腺激素水平增高尧降钙素
水平降低尧性功能减退尧糖尿
病尧甲亢尧营养不良等因素有
关遥

对于骨质疏松症的诊断
要点袁 我院老年病科主任罗
海龙作了详细介绍 院 1尧疼
痛袁特别是腰背部疼痛曰2尧身
体变矮尧驼背了曰3尧特别容易
发生骨折曰4尧在 45 岁或以前
已停经尧 四肢骨痛尧 手脚麻
木尧肌肉抽筋等遥 当中老年人
出现以上症状袁 要特别警惕
骨质疏松遥

不过袁很多骨质疏松患者
在发生骨折之前并未有明显
症状袁如何能够更早发现骨质
疏松呢钥 罗海龙表示袁通过体
外分析骨骼中矿物质含量多
少袁 可判断骨质疏松程度袁早
期诊断及评估治疗疗效袁预测
骨折风险等遥 其中袁双能 X 线
骨密度仪渊DXA冤是最佳测试
手段袁具有快捷尧无创伤尧精确
定量的优点袁已成为国际学术
界公认的骨密度检查方法袁其
测定值是骨质疏松症的诊断"
金标准"遥

目前袁我院本部及扶大院
区放射科均已引进双能 X 线
骨密度检查仪遥

270斤超肥胖孕妇
在我院顺利产子

我院联合《健康时报》举办儿童矮小症宣教育义诊活动

孩子老长不高 最好查明原因

荫所有≧65 岁的妇女尧≧70 岁的男性曰
荫较年轻的绝经后妇女尧50-70岁的男性伴危险因素者曰
荫围绝经妇女伴有与骨折风险增加的相关危险因素袁 如低体
重尧脆性骨折史或服用增加骨折风险的药物者曰
荫50 岁以上发生骨折的患者曰
荫患高骨折风险疾病渊类风湿性关节炎冤袁或服用高骨折风险药
物者渊糖皮质激素持续 3 个月以上者冤曰
荫准备开始骨质疏松症药物治疗者曰
荫接受骨质疏松治疗进行疗效监测者曰
荫绝经后妇女停止使用雌激素者遥 渊宣传科冤

链接

哪些人群应当进行双能 X线骨密度检查钥

情系山区浴
重症医学一科为贫困患者捐款

半小时微创清除胆总管结石
我院 ERCP相关技术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近日袁 我院产科收治了一
名体重 270 斤的超肥胖孕产
妇遥 由于这名产妇体重严重超
标袁 生产过程中极有可能造成
难产及其他并发症袁 为确保母
子平安袁医院积极调集产科尧新
生儿科尧 麻醉科等科室组成多
学科医疗团队进行细致的分析
讨论袁 经商讨后决定为孕产妇
实施剖宫产手术遥

如此肥胖孕产妇的剖宫
产手术袁采取何种麻醉实施方
式令医师们感到十分棘手袁我
院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病
例袁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遥 如
果进行如果全身麻醉袁该孕产
妇因体胖且患有睡眠呼吸暂
停综合症袁 全麻诱导给氧困
难袁气管插管过程中可能遇到
困难插管袁 一旦出现缺氧袁产
妇及胎儿的生命安全都会受
到严重威胁袁且全麻术后并发
症明显增加袁可能引发肺部感
染等不良反应曰如果采取侧卧
位袁 常用的麻醉穿刺针只有
8cm 长 袁 而该孕产妇脂肪较
厚袁穿刺不到硬膜外腔 袁麻药
无法到达椎管内袁起不到麻醉

作用袁无法顺利实施手术遥 针
对上述情况袁我们经过讨论最
终制定出一套严谨尧可靠的麻
醉方案遥在麻醉一科廖亿粦副
主任的指导下袁决定为这位产
妇实施在端坐体位下实施硬
膜外麻醉遥这种体位行剖宫产
手术麻醉在我院尚属首例袁麻
醉操作也有一定的风险袁但在
我们精心准备及耐心细致操
作下袁 麻醉穿刺非常成功袁孕
妇平躺后给予麻药后袁麻醉效
果满意遥在产科尧麻醉科尧新生
儿科的通力合作下袁经过 1 个
多小时的紧张手术袁宝宝终于
顺利出生袁 母子平安遥 术后 4
天母子安康出院遥

"面对如此肥胖的孕妇袁有
很多合并症状袁 不仅对麻醉和
产科医生技术要求很高袁 产后
也需要新生儿科及时有效的监
护袁必要时能够施行抢救遥 "廖
亿粦副主任表示袁 该病例的成
功实施袁 体现了麻醉科精湛的
技术及医院多学科之间的协作
能力与医院高水平的综合救治
能力遥

渊麻醉一科冤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周年90

广东省医学学术直通车要要要骨质疏松学梅州行在我院会议中心举行

我院邀请省内知名专家为家长做儿童生长讲座

重症医学一科为贫困患者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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