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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人喜欢吃团子，不过团子虽美味，却不是所
有人都能随意吃的。最近，无锡二院收治了一位发
生肠梗阻和肠扭转的老人，就因吃了3个团子，最终
导致部分肠管被切除。医生表示，每年都有许多因
为贪吃团子而导致肠梗阻手术的案例，严重的甚至
会危及生命。

“肚子痛的不得了！”来到二院就诊时，74岁的
杨阿婆捂着肚子，表情十分痛苦。急诊室医生询问
得知，患者5天前吃了3个团子，之后上腹就开始疼
痛，吃了胃药无效，腹痛反而越来越重。立即CT检
查，诊断结果很快明确，杨阿婆是发生了肠扭转。普
外科医生陈义钢迅速准备就绪，进行急诊手术。手
术中看到部分肠管已经发黑，肠管内塞满了不宜消
化的团子。患者的肠扭转，正是因肠梗阻引发。术
中，医生切除了病变肠管，并将团子残渣移走。

经过康复，杨阿婆很快顺利出院了。“切除部分
病变肠管后，基本不会对患者有什么影响。”陈义钢
说，需要提醒的是，有腹部手术史的、消化功能不良
的人群，或是平时活动较少、容易便秘的老年人，尽
量不要吃不易消化的团子、玉兰饼、糯米糕等食物。
因为这些黏性的食物很难消化，并且在胃肠道内的
排空速度也慢，这些都是引起肠梗阻的高危因素。
团子虽好吃，吃前要三思：一思有无手术史，二思不
能胃胀气，三思是否有便秘。 （小逯）

只因吃了3个团子

一段肠管被切除

“求求你，救救他！”最近，一位22岁的患者因肝
功能明显异常被送入无锡五院感染科ICU，看着孩
子病情危重，患者母亲几乎崩溃。原来，患者因与母
亲起争执，一气之下吞下了5盒感冒药，导致急性肝
衰竭，继而引发肝性脑病。幸运的是，借助人工肝技
术，医护团队共同协助，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
来。

据了解，吞下感冒药后，患者被送至当地医院洗
胃，后由于肝功能明显异常，遂转入五院治疗。入院
第二天，医生会诊考虑患者急性肝衰竭，紧急转入感
染科ICU治疗。很快，患者便出现神志不清、躁动
不安的情况，“急性肝衰竭继发肝性脑病，必须立即
行人工肝救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该科张英医生
迅速做出判断，紧急救治立即展开。穿刺、上机、血
液滤过……顺利完成血液滤过术后，根据患者情况
又安排了血浆置换＋血液滤过治疗。终于，患者神
志清了，不久后就能正常进食，后转入普通病房治
疗。整个治疗期间共进行人工肝治疗三次，置换血
浆6000毫升。

如今，患者已好转出院。医生介绍，所谓人工
肝，是借助一个体外的机械、理化或生物反应装置，
清除因肝衰竭而产生或增加的各种有害物质，补充
肝脏合成或代谢的蛋白等必需物质，改善患者水、电
解质及酸碱平衡等内环境，暂时辅助或替代肝脏相
应的主要功能，直至自体肝细胞再生、肝功能得以恢
复，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对肝细胞再生不良的
晚期肝病患者，人工肝能改善症状，成为肝移植的

“桥梁”。 （小逯）

小伙负气吞下5盒感冒药

危急时刻，人工肝救了他一命

近日，宜兴市中医医院组织医护志愿者来到宜
兴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通过专题讲座和现场互动的
方式，为该校200多名师生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和
中医药保健知识，帮助他们增强防艾、防病意识，养
成健康生活方式。图为医护志愿者现场发放防艾知
识口袋书。 （潘静）

“医线集结筑堡垒，急难险重当先锋。”为更好
地团结带领全系统团员青年积极投身新冠疫情防
控、门急诊高峰应对、安全生产等各项重点工作，
昨日，市卫生健康系统正式成立“医线集结号”青
年突击队。青年医护将用行动践行医者誓言，尤
其在面临“急、难、险、重”任务时，充分发挥青年生
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

在市人民医院举行的成立仪式上，全体青年
突击队员集体宣誓：“倾我之所学，铸健康堡垒，尽
我之所能，守医者初心，为团旗增辉，为党旗添
彩！”2020年12月初，市卫生健康委团委向全系
统团员青年发出了“医线集结令”，短短几天时间，
就有3449名青年医务人员报名参加，组建成立了
医疗救治、检验检测、流行病学调查、急救转运、心
理干预、卫生监督、门急诊志愿服务、文明单位建
设提升8支青年突击队。 （卫健）

“医线集结号”
青年突击队亮旗

“我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接
任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主
任委员后，我将尽我所能，全力推
动全国烧伤外科高质量发展。”
2020年12月28日是江南大学附
属医院烧创伤诊疗中心主任吕国
忠教授接任分会主委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在洒满阳光的办公室里
接受记者专访时，他流露出自信
与干劲。

2017年，吕国忠凭其在烧伤
外科领域的高水平学术造诣，以
及多年来对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
学分会工作的巨大贡献，高票当
选为分会第十届候任主任委员，
成为省内为数不多、市内唯一的
全国候任主委。同时，他也被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任命为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烧伤应急救治组组
长。2019年，吕国忠教授团队再
接再厉，成功获批教育部“创面修
复工程技术中心”，这是国内唯一
的创面修复部级研究平台；2019
年，获批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创一流国际医学交流中心”项目
建设；2020年，获批成立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创面修复专项能
力培训教育基地”，成为国内首批
屈指可数的临床专项能力培训基
地之一。此次，他接任第十一届
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主
委，实现了无锡卫生发展史上国
家级医学主委零的突破。

“我们的学科、我们的团队之
所以能取得这些阶段性的成绩，
与各级领导、学界同仁一直以来
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吕国忠教
授谦逊地说，“尽管取得了一些小
成绩，但学科发展、专业领域始终
在不断进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要做，任重而道远。”江南大学附
属医院目前正在加紧规划建设烧
创伤中心大楼，落成后不仅对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烧伤应急救
治、危重症烧伤的高成功率救治
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而且对于
烧创伤专业人才的孵化、培养，先
进救治理念、救治技术的推广乃
至在全国发挥引领、示范的效应，
都有重要意义。

“推进烧伤外科‘中国标准’
的制定、完善和推广，让更多患者
接受同质治疗、舒适治疗、精准治
疗，是我任期内最重要的事情之
一。”吕国忠教授介绍，目前全国
烧伤外科界，在理念、硬件、技术
上差别很大，由于诊疗标准不统
一，有些本来属于深二度的烧伤
诊断为三度烧伤后，手术切除皮
肤和植皮也会相应增多，这就导
致了不必要的医源性损伤，造成
了一定的医疗资源浪费。他告诉
记者，“中国标准”制定完善后，将
分批派专家到各地开展培训、宣
教、指导，真正让各地落实“一个
中国，一个标准”。此外，舒适化
诊疗的理念在烧创伤临床要大力
推广，它将使烧伤患者的救治更
加人性化，疼痛、恐惧、焦虑将得
到最大程度的缓解和消除。

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危重烧伤
应急救治网络也是未来几年要着
力推进的工作，刻不容缓。吕国
忠教授介绍，分会将对全国各地
的烧创伤科室地理分布、专科数
量、学科规模、技术水平等进行统
计评估，并逐步优化调整布局，绘
制应对突发公共烧伤事件的“全
国烧伤应急救治分级网络图”。
届时，如果某地突发公共烧伤事

件，通过网络图的精准定位，就可
以在有关部门的统一指挥下，精
准部署，以最迅捷的速度作出响
应，大大提高危重症烧伤患者的
救治成功率。

“未来几年，随着社会人口老
龄化，诸如压疮、糖尿病足溃疡、
下肢静脉性溃疡、癌性溃疡等发
病率逐年增高，我们专科这些年
已经形成了不少慢性创面修复的
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创新开发
了一些创面修复材料，要把这些
成功的经验积极推广到全国。”吕
国忠教授说：“既然我有幸接任中
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学分会的主
委，我必将不遗余力，努力把江南
大学附属医院烧创伤诊疗中心建
设成国家级烧伤医学中心，国家
级烧伤区域救治中心。”

他也期待江大附院烧创伤中
心大楼早日建成，凝智聚才，创业
干事，同时带动无锡地区其他专
科的发展，从而提升整个无锡医
学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他
说：“在很多人看来，烧伤外科是
一个小众专业，患者数量不多，对
无锡卫生事业起不了太大的推动
作用。其实不然，烧伤外科在全
国影响力大了，一大批与危重症
烧伤相关的学科，如呼吸、心血
管、肾脏、血液、皮肤、感染、营
养、康复、介入、免疫等都能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长足发展。”目前，
吕国忠教授团队正紧锣密鼓地运
用组织工程学和材料生物学原
理，自主研发用于有效封闭创面
的仿生皮肤，成功后将解决大面
积烧创伤患者创面修复与自身皮
源稀缺之供需矛盾的国际重大难
题。

孢子粉、有机硒等农产品

无锡总店：崇宁路17号4楼（无锡市检察院西隔壁）

电话：82700029

安徽大别山

老牌老店孢子油
批发优惠：椴木孢子粉1000

元/斤，买3斤送1斤。
纯孢子油2000元/瓶100粒、

0.5克/粒，买10瓶送2瓶。复方孢
子油 1200 元/瓶 120 粒、0.5 克/
粒，买5瓶送5瓶。

打铁必须自身硬，货比三家不吃
亏。山里人，山里货，自产自销，小店
利薄，请不要还价。谢谢！

广告

友情提醒：纯孢子油包装盒上
配料表为：纯孢子油。复方孢子油
配料表为：孢子油、纯化水、甘油、明
胶等。两者有区别，不要选错了。

声 明
我公司马力得润滑油（上海）

有限公司，公司官网尚在建中，官
方网站尚未运营。此前网络上出
现的我公司名义网站均非我公司
运营，与我公司无关，网站上的相
关信息也与我公司无关。

另目前在市场上发现的关于
我公司及我公司产品介绍的广
告，也均非我公司真实意思表示，
与我公司无关；所有产品均以我
公司工作人员实际介绍为准。欢
迎广大客户直接与我公司联系。

特此声明。
公司马力得润滑油（上海）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6日

2020年12月26日-27日，首届
长三角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高峰论
坛暨2020年无锡二院高级师资培训
班在锡举办。记者了解到，无锡去年
新增600多名住培医师，需要300多
名导师的带教，帮助他们学成后在基
层独当一面，小病善治，慢病善管，重
病善转。

从走出医学院的毕业生到成为
合格的住院医师，其中还是有不小差
距的。为此，我国从2014年起，让医
学毕业生以住院医师身份，在经过认
定的培训基地接受以提高临床实践
能力为主的系统规范培训。目前，我

市有二院、人民医院、江大附院、江阴
市人民医院4家国家级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市二院科教处副处
长王洵介绍，该院已为全市输送了近
千名培训合格的医师。去年9月，该
院又招收住培医师100多人，其中五
分之一是全科医师。

住培医师在多个科室轮岗，跟
着导师上门诊、下病房、做检查。
考虑到基层医疗机构全科医师多，
不分内外科，该院以全科医学科为
主，并抽调14个内外科的精兵强将
师资，组建全科医学教研室，使住
培医师能够熟悉内外科的各种常见

病的诊治。3 年培训期间，住培医
师还须在指定的基层医院培训7个
月，导师们也是全程监管，实施同
质化带教。

“住培最大的益处，就是让基层
医生能快速提高临床技能，夯实基层
医疗力量。”王洵介绍，长期以来，由
于基层医疗力量的薄弱，使一些患者
不愿到基层就诊，医生不愿在基层工
作，形成恶性循环。如今，结业的住
培医师回到基层岗位后，已经挑起了
大梁，受到家门口患者的欢迎。东亭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瞿敏雯是
在市二院住培优秀学员之一，她结业

时甚至导师都想让她留在市二院，可
是她还是想把3年所学用于社区卫
生服务。山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虞晓霖也在市二院参加过住培，
面对一些以往在基层医院可能束手
无策甚至误诊的病例，现在变得从容
淡定。有一次，他遇到一名不明原因
腹胀不适的患者，凭借扎实的知识和
技能，在排除患者胃肠道疾病后，敏
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胰腺疾病，立
即建议患者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
结果确诊是胰腺癌，避免了误诊，也
让患者及时得到确诊。

（卫文）

无锡去年新增600多名住培医师
经过3年系统规范培训提升临床实践能力后，他们将回基层医院独当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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