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军

问：我母亲57岁，近几年睡眠不好，只要有
点不顺心的事就一直放在心上，还有点钻牛角
尖，每天凌晨3点左右就醒了，而且睡得不沉，
特别爱操心。她有糖尿病，对疾病也是各种担
心。请问如何能改善睡眠，让老人回归正常的
生活状态？

答：大多数睡眠障碍与不良情绪有关，根据
描述，您母亲存在一定的焦虑情绪及对应的外
在行为表现。睡眠问题既可能是情绪导致的结
果，也可能是导致情绪的原因，而且两者相互影
响。此外，焦虑可能是性格特征，也可能是疾病
的症状，所以需要进一步评估。

党时鹏

问：最近体检，心电图检查显示“完全性右
束支传导阻滞、左前分支阻滞”。请问这对人体
健康有什么影响？平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
觉，请问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

答：“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合并左前分支
阻滞”最好检查一下心超、动态心电图和冠脉
CTA，如果没有严重问题可以心内科随访，定
期复查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如果出现活动后
胸闷气短或者黑蒙晕厥应尽快入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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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卫生系统“双百”人才首批20位专家，2021年11月18日进
驻无锡观察客户端以来，受到市民的欢迎和好评，很多患者通过无
锡观察平台提交咨询问题，医生也及时解答回复。本刊继续对线上
问答择要刊登。

在线问诊

“双百”人才

市民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无锡观
察”，下载新版客户端，完成注册后，添加并关注

“健闻”频道，然后进入无锡卫生“双百”人才专
题，浏览并选择专家，点击提问按钮即可发送需
要咨询的问题。专家会定期上线，为市民提供
专业解答，宣传医学知识和健康科普。

近日，锡山人民医院东亭分院抽调医护人员每天上门对
辖区居家健康监测人员进行核酸采样工作。医务人员和社区
工作人员两人一组，事先反复核对人员信息，做好采集准备，
确保用最短时间完成核酸采集。 （董依琳 摄）

近期，一位85岁高龄患者的家
属带着四面锦旗来到惠山区二院
ICU科室，感谢医务人员前段时间的
精心救治，将他的父亲从死亡线上拉
了回来，其中为重症医学科李涛医生
特制的是一面印有“救命小王子”的
锦旗。

这名85岁高龄的老伯门诊输液
3天效果不佳，突然昏迷被送至惠山

区二院急诊科。因无法测到血压、脉
氧饱和度，重症医学科立即和急诊科
会诊。患者家属非常着急，好不容易
接父亲从南通来无锡过春节，父亲才
来没多久就病倒了，于是恳请医生一
定要救救他的父亲。重症医学科李
涛医生询问病史，尽量梳理出家属提
供的有效信息，并结合患者肺部感染
病史，诊断为“肺性脑病、脓毒性休

克、重症肺炎”，立即进行气管插管、
上呼吸机帮助患者呼吸等抢救措
施。病情渐渐平稳后，李涛医生安抚
家属，“先不要太着急，你父亲可能过
几个小时就会慢慢醒来。”患者入住
ICU后，果然神志渐渐清醒。患者肺
部感染严重，期间又使用了升血压药
物，无法脱离呼吸机，直到10余天后
才顺利脱离呼吸机，拔出气管内插

管。患者康复出院一周后来该院复
查各项指标，一切恢复很好，激动地
握住李医生的手说：“我又活过来了，
感谢你！”这已经不是重症医学科李
涛医生第一次获赠“小王子”称号了，
早在无锡市首届120急救网络分站
集训班中，他就因表现优异，被学员
和教练誉为“插管小王子”。

（马燕、濮贾欣）

ICU医生精准救治 高龄老人转危为安

近日，陈老伯在江南大学附属
医院接受了食管癌根治手术顺利出
院。由于他基础疾病较多，该院多
学科协作为他手术保驾护航。据
悉，该院目前已常态化及规范化开
展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头颈部肿
瘤、淋巴瘤、妇科肿瘤、原发不明和
多原发肿瘤、泌尿系统肿瘤以及骨
软组织肿瘤多学科诊疗服务，得到
了患者及医务人员的认同。随着多
学科诊疗的深入开展，患者的跨学
科治疗衔接将更加顺畅，治疗方案
更加精确。

70岁的陈老伯在江南大学附
属医院开展的“国家级早癌筛查”项
目中发现肿瘤指标异常。该院消化
病诊疗中心主任屠惠明通过超声胃
镜进一步检查发现，陈老伯在距门
齿25厘米处有一长约1厘米的上段
食管癌病变，于是收治到北院区综
合外二科。上段食管癌手术切除率
低、风险大、并发症高、死亡率高，一
般建议患者行放化疗，以降低手术
风险，但是患者也有可能丧失手术
根治机会，治疗效果大大降低。从
患者切身利益出发，该院多学科会

诊结果：手术根治仍然是最佳选择。
在完善术前相关检查时，北院

区综合外科张永健副主任医师发现
陈老伯存在二型房室传导阻滞，心
率仅48次/分，如果心率持续降至
40次/分以下，患者术中极可能出
现心功能不全甚至猝死。该院心血
管内科陈翀昊主任医师会诊后，心
血管内科团队果断为陈老伯开通绿
色通道，安装临时起搏器，使陈老伯
的心率恢复正常，在此基础上，由综
合外二科团队为其完成了食管癌根
治术。术后，呼吸内科、心血管内

科、消化内科团队多次开展多学科
会诊，协助制定诊疗计划，助患者度
过了肾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重症
肺炎、重度腹泻等“关口”。综合外
二科护理团队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
征及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并制定了
包含肺功能锻炼、肢体锻炼、营养指
导等方面的详细康复计划，同时运
用快速康复理念为患者提供安全、
高效、优质的护理服务。在各团队
的精心诊疗护理下，陈老伯各项指
标很快恢复接近正常，顺利出院。

（卫文、谢霜）

安装临时起搏器后完成食管癌根治术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多学科协作助力多肿瘤诊疗

无锡出台近年来首个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措施

杏林服务覆盖全人群全周期

“以市属中医院为龙头，各级各
类中医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中
医药科室为骨干，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为基础，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
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正在
形成。”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市中

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徐雯介绍。
眼下，市中医医院正在创建省级

及以上中医医疗中心，并从以治疗为
重点向前向后覆盖到治未病和康复
的全人群和全周期。综合医院、妇幼
保健机构、老年病医院、传染病医院

和其他有条件的专科医院均应设置
中医药科室和中医床位，配备相应中
医药人员。梁溪区中医医院正在紧
锣密鼓建设中，一期规划450张床
位。我市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中丰富中医药服务内容，鼓励家庭

医生提供中医治未病签约服务，去年
已为55.79万名65岁以上人群提供
治未病服务。到今年底，100%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设立标
准化中医馆，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
生室中医阁覆盖率达到30%以上。

提供全人群全周期中医药服务

去年，市中医医院成功创建“江
苏省退行性骨关节病临床医学创新
中心”，为南京外首个地市级医院。
该院骨伤科主任张亚峰告诉记者，
科室作为国家中医重点专科、省级
中医药重点学科，去年门诊量近20
万人次，骨关节病是老年人常见病，
其中退行性骨关节病占比很大，骨

伤科下属的脊柱骨科、关节骨科、创
伤骨科、运动医学科等二级科室接
诊患者，多数与骨关节退行性病变
有关，做大做强这样的中心，百姓很
期待。

“一批彰显传统医药独特优势
的中医药专科集群正在提升我市中
医药的服务能力。”市卫生健康委中

医处处长叶志超介绍，我市着力培
育中医药临床优势，支持骨伤、心
血管、皮肤、肿瘤、肛肠、脾胃病、肾
病、内分泌、妇科、儿科、针灸、中医
经典等中医重点专科建设，建成特
色鲜明、布局合理的无锡中医药专
科集群。此外，《若干措施》将支持
中医骨伤科学、中医心病学、中医

皮肤病学等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
打造一批市级及以上中医临床医学
创新中心。我市将在所有三级中医
医院深入开展中医经典病房建设，
尽量用中医药解决患者病痛。到
2025年，全市建成省级及以上中医
重点专科30个、市级中医重点专科
50个。

中医药专科集群建设彰显优势

今年，新一批全国中医临床优
秀人才研修项目34名培养对象中，
我市共有4人入选，入选人数在省
内地市级中排名第一；另有8名中
医入选第四批省中医临床优秀人才
研修项目培养对象，数量也居全省

第一，和省中医院持平。
人才是中医药传承创新的根

本。《若干措施》指出，在“三名战略”
“太湖人才计划”实施过程中加大中
医药人才项目比重，适当放宽人才
引进条件，积极引进培养中医药高

层次人才。实施“龙砂医派人才计
划”，到2025年，遴选培养中医药领
军（高端）人才3-5名、中青年中医
药拔尖人才20名。打造“师承教
育”体系，建立“室—站—坊”名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工作体系，

利用数字化、影像化技术优化传承
手段。到2025年，设立一批院士、
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岐黄学者等
工作室，建立30个名老中医传承工
作室、60个基层传承工作站、10个
老药工传统技艺工作坊。

引进培育中医人才助力传承创新

3月 22日上午，无锡市妇
幼保健院首例通过院内“两癌”
筛查的乳腺癌患者经治疗后顺
利出院。该患者从住院到第一
期治疗结束，共历时11天。

“这次免费检查算是不幸中
的万幸了。”家住梁溪区的吕女
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告
诉记者，52岁的她之前几乎没
有参加过体检，身体也没有出现
不适情况。这次她看到社区有
免费“两癌”筛查的项目，便报了
名。3月8日，吕女士在无锡市
妇幼保健院做筛查时，被测出乳
腺有肿块，随后立即被收治入
院，在术中发现是浸润性导管
癌。市妇幼保健院乳腺病科主
任医师陆肖玮告诉记者，在半个
月内，吕女士从筛查、手术到第
一次化疗全部完成，效果良好。

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了解
到，今年以来，该院一共筛查了
570 人，其中检查出乳腺 BI-
RADS分级三级130人、宫颈低
度病变2人。陆肖玮介绍，无锡
市妇幼保健院目前采取人性化

措施，针对有限期手术需求的患
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市民在妇
保科筛查如果出现问题，可通过
院内绿色通道直接转入各专科
进行精准治疗，大大缩短患者就
诊时间。“希望通过这种高效的
途径让更多患者获益。”陆肖玮
说。

记者了解到，无锡市“两癌”
筛查惠民服务自省内率先城乡
全覆盖后，优化了宫颈癌检查项
目，提高免费“两癌”筛查结算标
准（在省级标准的基础上，提高
到156元/人）。此外，针对妇女

“两癌”高危人群优化项目方案，
我市还大规模应用HPV基因检
测、TCT全自动制片等新技术，
有效提升筛查质量，为锡城妇女
宫颈病变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治
奠定了良好的技术保障。从今
年开始，我市还将重点推动机
关、企事业单位35-45岁女职
工筛查工作，力争到2025年，
35-45岁适龄女性接受“两癌”
筛查的比例达到 70%以上。

（见习记者 陈梦庆）

十一天！精准治疗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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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卫曦臻

近日，我市出台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记者了解到，这是近年来我市首个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出台的相关措施。我市将在完善中医
药服务体系、形成中医药专科集群、强化中医药人才建设上发
力，使中医药服务贯穿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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