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潘旭婷

怀孕27周的胡某某因为
担心胎儿营养吸取不足，每
餐必有鱼虾大肉。为了生产
后能更好地哺乳，她还听老
辈人讲，经常喝猪油虾皮
汤。这次孕期检查，她的甘
油三酯（血脂）严重超标，
被收入县第一医院高危产科
门诊。

该院产科主任李艳凤介
绍，胡某某的甘油三酯为
24.27mmol/L （正 常 值 是
0.34-1.77mmol/L），血液沉
淀后有明显白色油脂浮于上
层，病情极其危重。当医生
告诉胡某某病情后，一家人
才慌了。幸好在医生的干预
下，再加上家里人及时调整
饮食结构，最后复查甘油三
酯下降至9mol/L，平稳度过
了危险期。

据介绍，妊娠期急性胰
腺炎可发生于怀孕后的任何
时期。因为女性在怀孕初期
受雌激素、孕激素的影响，
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会比正常
时升高 30%左右，并在孕后

期达到高峰。这个时候，孕
妇又注重营养补充，很容易
补过头，导致血脂超标。

李艳凤从近几年的临床
病例中发现，60%以上的妊
娠期重症急性胰腺炎，是由
于高脂血症导致的。高脂血
症孕妇，多是由于饮食控制
不当导致的。

李艳凤提醒，恶心、呕
吐、上腹疼痛，是妊娠期急
性胰腺炎的三大主要症状。
还有一些妊娠期重症胰腺炎
可伴有发热、黄疸、休克和
消化道出血等症状。

由于妊娠合并急性胰腺
炎的临床表现不典型，症状
和早期妊娠反应、急性阑尾
炎、急性胃肠炎等相似；妊
娠晚期急性胰腺炎发生的腹
痛症状，又容易与流产、早
产及正常分娩时的宫缩痛相
混淆，因此很容易被误诊。

“如果孕产妇在妊娠期(尤其
是中晚期)出现不明原因的
恶心、呕吐、腹痛时，一定
要重视，及时到医院检
查。”李艳凤说。

孕妇进补过头
惹出急性胰腺炎

【县妇保院联办】

【县第一医院联办】

【最美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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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进社区

日前，县中医院医务党员志愿者
走进北星社区开展中医养生活动，更
捎去中医药膳盛宴。医务人员根据药
膳配方，将中药与食物相配，制作成
色、香、味、形俱佳的美味食品，吸引了
许多社区居民当场试吃。同时在现场
开展义诊活动，提供健康咨询服务，广
受居民好评。

（通讯员 陈蓉 摄）

通讯员 俞身枝

前日，茶院乡陈姓妇女在国家
级“两癌筛查”活动中，乳房手诊时
发现乳腺增生右乳伴外上象限肿
块。经县妇保院专家团队反复会

诊后，立即开通绿色通道进行活检
诊治。

国家级“两癌筛查”活动落户
茶院乡卫生院，为全乡2000多名已
婚妇女提供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及
常规妇女病检查。经过多轮组织

发动，已于 5月 9日正式启动，为期
一周，日检两三百人。此次活动共
检出生殖道感染约 390人次，乳腺
增生病变需上转县妇幼保健院进
一步诊治病人约 360人次，怀疑乳
腺、宫颈不良病变需进一步筛查约

40人次。
通过此项筛查活动，普及了已

婚妇女的健康知识，培养起良好的
生活方式，促进了广大妇女的身体
健康。

国家级“两癌筛查”落户茶院乡卫生院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严银燕

“孩子已经 6 岁，读小
学了，现在还要三天两头尿
床。”“医生，我家孩子读幼
儿园大班了，有时候白天小
便也会解在裤子里。”在县
妇幼保健院的儿童遗尿门诊
里，经常有这样的家长来找
医生寻求帮助。

县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
王耀东告诉记者，一般来
说，小朋友在大约 2-3 岁
时，会开始有排尿意识，并
逐渐学习控制排尿，直至他
们能抵达厕所。大多数儿童
在约 3-4岁时能良好地控制
白天排尿。在这个阶段，4
岁儿童夜间尿床是很正常的
情况，并可能在未来几年还
会偶尔尿床。如果大于 5岁
的孩子每周尿床超过两次，
持续超过 3个月，其实是一
种病，医学上叫做“儿童遗
尿症”，家长要带孩子治疗。

绝大多数儿童遗尿是功
能性遗尿症，其原因包括生
理、心理和社会等多种因
素。遗尿的原因很多，但一
般以精神因素为主，如白天
运动过多、过度兴奋、劳
累、晚上喝水过多等。因为

儿童若过度兴奋或劳累，夜
晚感知能力会变差，可诱发
遗尿次数增加。

遗尿症对儿童及其家庭
都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
遗尿症会使儿童自尊心受
损，并产生自卑心理，正常
的情绪状态受损，还会产生
社交回避行为，对以后的学
习和生活带来长久的不良影
响，而且，很有可能会影响
到孩子的自尊心以及自信
心，从而引起注意力不集
中、易燥、多动孤僻等心理
异常。遗尿症容易导致家长
惩罚儿童，同时需要夜间换
床单、安慰儿童等，长期就
会形成不良的生活状态，带
来健康隐患。

王耀东提醒家长：如果
孩子出现上面提及的遗尿症
征兆，就应该及时治疗，争
取早日让孩子康复。治疗最
好在学龄前开始，到专业医
生处对患儿进行全面评估，
明确病因，选择最合适的治
疗策略。“等等看”的态度
往往导致不必要的痛苦。尿
床行为并不是儿童的过错，
如果爸爸妈妈一味地责骂，
可能会使得宝宝越怕尿床就
越尿床。

宝宝5岁后还尿床
那是病，得治！

记者 潘旭婷 通讯员 王珍珍

她曾是一名 ICU护士，为病
人插管、护理是工作日常。就在
这看似琐碎的工作中，她不但多
次得到患者家属表扬，更获得护
士岗位技能理论知识竞赛个人一
等奖和团体一等奖，并被评为优
秀护士。

如今，她是县献血办的一名
干部，负责采供血管理。一袋袋
鲜血，从志愿者身上流出，到流入
患者身上，她熟知每一袋血液的来
龙去脉。她就是县献血办采供血管
理科科长方蓓蓓。

初见方蓓蓓，她因为身体原
因休假在家，看上去是一位文弱的
女子。得知记者来意，她摆摆手，
直说自己很普通，没什么可以宣传
的。此时记者只能借助声东击西
法，跟她聊以前的工作。想不到，
一聊起在 ICU的护理工作，她马
上就来了兴致。“说实话，我真的

非常喜欢护士这个职业。”这着实
让我有点意外，因为不少护士因为
工作压力、工作环境，纷纷想换个
岗位。方蓓蓓却说：用自己的一点
付出，为他人减轻痛苦，这样的工
作非常有价值。

2010年，方蓓蓓通过考试被
县献血办录取。“我原本学的就是
护理专业，之前的工作也是一名
护士，刚到县献血办真是两眼一
抹黑。”方蓓蓓说，为了尽快适应
新的工作环境，她不但看遍了相
关的书籍，就连单位接收或者印
发的所有文件她都看了个遍。脑
袋里有了理论武装后，方蓓蓓心
里才有了底。刚进单位的时候，
方蓓蓓主要负责采血。有时候采
血车开下乡，每天 5点钟就要起
床，一般 7点前就要做好所有的
采血准备工作。因为早上起得
早，早饭也是匆匆扒几口，有时
候忙起来，下午一两点钟吃中饭
也是常有的事情。聊起这些，坐

在一旁的丈夫向记者告起了
“状”：“我每次最怵他们单位下乡
采血了，因为要赶早，每次都是
我送她到单位，特别是冬天，天
都没亮。”在送妻子的过程中，丈
夫其实也对献血工作有了进一步
了解。“以前总感觉她的工作是一
件很简单的事情，抽血，然后再
把血袋送到宁波就好。其实这过
程中需要很多环节，譬如事先准
备，每袋血液都有条形码需要扫
描入库，记录资料……”说起这
些，丈夫的眼眸中多了些许别样
的色彩。

采供血点的工作主要围绕采
血和供血。如果说采血是一件体
力活，供血就是一件考验脑力和
业务水平的活儿了。一次医院碰
到一例十分罕见的“类孟买型”
（全国只有十几例），需要通过宁
波市输血研究所确认此血型。患
者为肝硬化大出血，情况十分紧
急。当天因为是周末，方蓓蓓得

知情况后，马上从家里赶到单位
及时与宁波市输血研究所取得联
系，加急检测，最终确认为类孟
买型，又与宁波市中心血站血源
科进行沟通，由于血型极其稀
罕，没有同样的血液制品，当时
采取了较为保守的类似血液制品
以解燃眉之急，同时让驾驶员紧
急去宁波市中心血站领血。下
午，患者及时输上了救命的血液。

这样的故事，对方蓓蓓来
说，只是工作中的点滴罢了。遇
上单位人手不足，她曾在一段时
间里还兼顾了财务、档案等工
作，对于这些专业性较强的工
作，方蓓蓓这个“门外汉”又调
动起“认真”这根最强神经，有
时候财务报表来不及做，就搬回
家，遇上不懂的翻书、问人，没
多久她也成了行家里手。“其实，
不管做什么工作，只要认真了，
即便之前是外行，也能摸到门
道。”方蓓蓓最后这样说。

只要认真，外行也能变成内行
——记县献血办采供血管理科科长方蓓蓓

特色科室特色科室

许幼峰
主 任 医 师 。

宁波市第一医院

副院长，浙江省医

学会超声学会理

事，宁波市超声工

程学会副会长，宁

波市医学会超声

学会副主委，宁波

市第一医院影像

教研室组长，宁波市首届中青年优秀人

才。毕业于浙江大学临床专业，从事超

声诊断工作20年，曾在上海市第六医院、

中山医院、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新

华医院等进修学习，擅长心血管疾病、腹

部及妇产科疾病超声诊断及超声介入诊

治。发表论文 16篇，其中国家一级杂志

上发表4篇，完成一项科研。

擅长血管疾病、腹部及妇产科疾病

超声诊断及超声介入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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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科全体人员合影

宁海县中医医院超声科是我县率先开展超声影像诊断学的科室，为宁海县首批医学重点扶持学

科。该科以“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作为服务宗旨，积极与临床医生配合，为临床医生诊断疾病提供了

可靠的诊断依据，其优良的医德医风、精湛的医疗技术、先进的仪器设备、优质的医疗服务在县域内

深受患者好评。

超声科目前有副主任技师1名，副主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1名，住院医师3名。拥有全身高端仪

器飞利浦Q7、西门子acuson sequoia512 S2000、法国声科、日本东芝阿波罗500、阿洛卡α10、索诺

声等高档先进的医疗设备，可开展腹部超声、浅表器官、心脏、血管、妇科、肌骨等检查，尤其对心脏、

甲状腺乳腺肿瘤及肾结石检查方面经验丰富，处于市级同等领先水平。该科在开展常规项目基础

上，把握优势特色，紧跟学科前沿，科室医务人员先后赴上海长海医院、上海中山医院、上海第六人民

医院、浙一医院、浙江邵逸夫医院等上级医院进修学习，在县域内率先开展超声造影、脏器灰阶弹性

成像、甲状腺乳腺淋巴结穿刺等项目，并每月邀请宁波市第一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许幼峰指导并开

展超声检查。

专家介绍

王爱丽
女 ，

副主任医

师 ，从 事

超声临床

工 作 26
年 ，2008
年毕业于

温州医学

院影像本

科专业。曾先后赴宁波市第二

医院、李惠利医院进修心脏、腹

部等超声检查，擅长心脏、腹部、

甲乳、周围血管等常见及疑难超

声检查。

吕伟锋
男 ，

主 治 医

师，现为

宁 海 县

中 医 医

院 超 声

科 主 任

助 理 。

毕 业 于

温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现

为浙江省数理医学学会精准超

声介入与智能诊断专业委员会

宁波分会委员。曾赴浙医大附

属邵逸夫医院、浙一医院及上

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修

学习。擅长成人心脏、血管，泌

尿系统结石，甲状腺乳腺肿瘤

诊断及介入穿刺等。

胡慧滨
女 ，

副 主 任

技师，现

为 宁 海

县 中 医

医 院 超

声 科 主

任 。 毕

业 于 温

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从事超

声临床工作 28年，宁波市医学

会超声学会宁海分会委员，先后

赴上海长海医院，杭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上海第六医院、上海华

山医院进修及参观学习。擅长

腹部器官（尤其是肝脏灰阶超

声、淋巴瘤的超声检查）、浅表器

官（甲状腺、乳腺的灰阶超声）、

血管疾病的超声诊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