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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常识●

连日来，市第七人民医院、近海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吕四港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天汾分中心等医疗单位按照市卫
健委的统一部署，先后对辖区内的适龄
妇女开展免费两癌普查。全市参加普查
总人数将达25000人左右。此次“两癌
筛查”，也是自2011年以来，市委、市政
府第九个年头实施的一项全市医疗惠民
工程。

据了解，女性癌症发病率居前两位
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且近年来呈年轻
化趋势，“两癌”已成为危害妇女健康
的两大杀手。但“两癌"又有一个显著
特征，是可防可治的。最早期的宫颈癌
经过及时治疗五年存活率可达90%。早

期发现的乳腺癌治愈率甚至达95%以
上，而中、晚期的乳腺癌患者活过5年
的几率不到20%。期别越晚，生存率越
低。因此对这两种癌症的定期筛查就特
别有意义，是保障女性健康的重要“保
护伞"。

“两癌”筛查是一项政府惠民工
程，对35~64周岁妇女免费开展宫颈癌
和乳腺癌筛查，达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早治愈的目的。从2011年实
施至今，我市已筛查出宫颈癌206466
例，确诊宫颈癌前病变487例，宫颈癌
91例；筛查乳腺癌208218例，确诊乳
腺癌117例。2018年，我市通过优化服
务模式、加强质量管理、强化技能培

训、创新工作机制等多项措施，“两癌”
筛查质量得到明显提升，宫颈癌前病变、
宫颈癌检出率比 2017 年分别提高了
49.92%、42.94%。

今年，全市筛查任务数2.5万人，5月
初全面启动“两癌”筛查，9月底前完成筛
查任务。此次“两癌”检查项目包括妇科、
乳腺疾病常规检查，阴道分泌物检查，宫
颈癌和乳腺癌检查。其中，宫颈癌检查内
容包括HPV高危分型检测、宫颈细胞学
检查、阴道镜检查、组织病理检查等，乳
腺癌检查内容包括乳腺体检和彩超检
查、乳腺X线检查等。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负责将检查结果反馈给受检对象，督
促确诊患者进一步治疗。

“定期的精准筛查不仅能大幅提升
治愈率，确信的检测结果也能帮助女性
消除不安和忧虑，更好地掌握自身健康
状况，增加自信和安心。”医疗专家提
醒广大女性，宫颈癌乳腺癌早期均无明
显症状，无论是否出现身体不适，都应
及时进行科学规范的筛查。针对宫颈
癌，建议适龄女性进行TCT与HPV联
合筛查，如果联合筛查结果为阴性，可
间隔3年再做筛查。40岁以上女性应根
据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
中的要求，定期进行正规乳腺X线检查，
致密型乳腺联合B超检查，高危人群应
同时接受B超甚至磁共振的联合筛查。

（刘嘉怡 周佳益 张敏敏 沈东华）

2019年“两癌”筛查工作启动
将惠及2.5万名适龄妇女，预计在9月底前完成

●工作动态●

义诊到床头

5 月 13 日，市第七人民医院医疗团队
来到北新镇普东村，开展卫生科普活动。医
护人员耐心接待前来咨询和求诊的居民，
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200 余份。图为糖尿病
专 科 医 师 施 建 华 为 村 民 提 供 医 疗 服
务。 陈红摄

慢性咽喉炎是咽喉部位常见的多
发病变，主要以局部症状为主，如咽喉
部不适感、异物感、痒感、灼热感、干燥
感，还可有微痛感，可伴有咳嗽和恶心。
大多数症状不重，但长期存在，对人的
生活、学习、工作可以产生一定的负面
影响。

慢性咽喉炎使用抗生素一般无明
显效果，临床上通常使用溶菌酶片和各
种含片进行治疗，但效果也很不理想，
患者症状通常反复发作。大多数患者对
治疗失去信心。任何疾病都需要针对病
因进行预防和治疗。慢性咽喉炎的治疗
分局部防治和全身防治，做好这两方

面，才能有效减少慢性咽喉炎的发作，
甚至不发作。咽喉部是呼吸道和消化道
的共同开口，慢性咽喉炎的局部防治就
需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且二者都存在
外源性因素和内源性因素。

从呼吸道方面，其外源性因素主要
为生活环境，除烟草、油烟、油漆、花粉、
冷空气、挥发性化工用品等常见可见因
素，之前提到的长期未使用的空调滤网
上的灰尘和细菌则是看不见的致病因素
之一。由于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的存在，
所以别简单地认为别人和自己在相同环
境下，别人能承受的自己就一定能承受。
所以出门应习惯佩戴口罩，但进屋后应

立即摘掉口罩，因为口罩佩戴时间越长，
缺氧会越明显。呼吸道内源性因素主要
是发声，如说话、唱歌，就算只是发出声
音，也会有气流对咽喉部产生一定的冲
击作用。因此应尽量避免发声。

从消化道方面，其外源性因素主要
为饮食结构，如酸、甜、苦、辣、咸等食
物，尤其是一些重口味饮食，当然也包
括酒精，都会对咽喉部产生明显的刺
激。而饮食中另一个外源性因素就是饮
食的习惯，比如吃饭过快，咽喉部被强
行撑开，且因为进食过快而产生更大摩
擦力，进而损伤咽喉部。因此进食应以
清淡食物为主，且避免进食过快，如果

习惯过快进食很难控制进食速度，建议
换手吃饭（如原先使用右手吃饭的，改
为左手吃饭）。消化道内源性因素主要
是食管反流，此时除使用药物治疗食管
反流，生活上应注意的是，在进食后不
能马上躺下，通过食物自身的重力作用
来减少反流。

慢性咽喉炎的全身防治，则主要从
提升自身体抽着手，如加强营养，避免挑
食；适当锻炼，避免久坐；良好休息，避免
劳累熬夜；规律生活等。 （王敏明）

科学防治慢性咽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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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说起科主
任茅敏华，无论是患者还是医护人员都
赞不绝口。她是患者眼中的名医，是同
事心中的榜样。在23年的行医过程中，
她全身心投入呼吸内科临床诊治和研究

工作，不断在专业领域拓展、延伸，对
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及疑

难病症，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经验。

白大褂左上方口
袋里，并排插着几支
笔，脖颈上再戴一只
听诊器。“这是我们
内科医生的常见
形象。”茅敏华说。
上午8点开始查房，
茅敏华早早就到了。
查房、专家门诊、组织

同事讨论疑难病历……
茅敏华的工作听上去简

单、流程化，事实上，常常是
会诊、抢救加教学，时间排得满满

当当。
从医23年来，茅敏华一直把“医者

仁心，专注敬业”作为从业的准则，对待
病人热心耐心，对待工作孜孜以求。她深
知，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
能至其约。因此，她抓住每一次外出进修

的机会，不断汲取着知识的养分。探索不
止的求学精神及丰富的临床经验，让她
在面对疑难病人时思路清晰。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不是你呼吸了多
少次，而是你有多少次无法呼吸的时刻，
这种时刻，只有患者才有最深切的体
会。一位患者转危为安后，竖起大拇指
说：“以前总认为你们医院不大，医疗技
术、服务肯定都一般，直到住进你们病
区，才真正感觉到什么是关爱，什么是温
暖，没想到家乡的医疗水平、服务质量那
么好。”

有一年春节，呼吸内科收到了一面
锦旗，虽然平日里，经常收到锦旗和表扬
信，也不足为奇，但是这面特殊的锦旗还
是让茅敏华感动了。施洪群老先生，这位
曾经的江苏省劳动模范，罹患肺癌，在上
海双肺切除病危后转至人民医院呼吸内
科等待生命终结时刻，却因呼吸内科全
体医护人员的全力以赴，不愿放弃，最终
将老先生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在长达7
年的治疗中，每年施老都会因为病情反
复而住院治疗，但是，医者不是神，施老

在那个寒冷的春节里终于敌不过病魔，
永远地离开了。施老的儿子递上锦旗时
说：“感谢一词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

现在病房里86岁的陈老伯，家住合
作镇竖海镇，每逢看到他的学生来探望
就会翘起大拇指说：“茅主任是我的救命
恩人啊。”陈老伯是一位慢性阻塞性肺
病、前列腺癌、心脏病、高血压的老病人，
曾经心跳骤停2次，因茅敏华团队抢救
而转危为安，在长达5年的治疗中，与呼
吸内科的医护人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医患
情谊。

行医路上，收获的患者感恩无数，这
也是茅敏华得到的最美精神食粮。她把
为病人服务，解除病人疾苦作为自己人
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和幸福。

在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的道路上，
茅敏华一路跋涉，发现了一处又一处风
景。近年来，她先后被评为启东市“十佳
医生”、“五高型”医务工作者、“最美医务
工作者”，启东市首批“312高层次人才
梯队培养计划”培养对象等。

（卢春霞）

为患者舒畅呼吸保驾护航
——记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茅敏华

卫校组织教职工
参观抗大九分校纪念馆

5月9日下午，市卫生进修学校组织全体教职工参
观抗大九分校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中，全体教职工面对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
词，并参观了纪念馆内作战指挥室、机要室等。一张
张照片如同一架时空穿梭机，带领大家真切地感受那
段峥嵘岁月，一件件历史遗物将历史画卷重新铺展在
眼前。大家时而驻足，时而凝视，认真听取讲解，并不时
询问。

参观完抗大遗址公园，教职工游览了吕四秦潭镇老
龙皇庙海堤外侧的挡浪墙遗址文化公园，进一步了解张
謇实业救国的历史，传承垦牧文化。大家纷纷表示，接受
抗大精神教育，拓展了视野，提升了修养，感受到了团结
一心、蓬勃向上、不怕牺牲的进取精神。 （施文怡）

二院召开医疗质量
提高月活动动员会

5月9日，市二院召开“医疗质量提高月”活动
动员大会，要求加强医院管理、提高医疗质量、保证
患者安全。

会议要求全体中层以上干部组织开展提升医疗安
全及服务质量、加强护理质量与安全管理、提升护理品
质、加强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监管、加强全员全流程医院
感染预防与控制、强化病历书写及处方管理，三合理监
管、人员培训等活动。

通过开展医疗质量专项整治提高月活动，突出问
题导向和短板意识，狠抓整改落实，进一步提高医务人
员对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重要性、必要性、急迫性的认
识，增强质量意识、安全意识、规范意识、责任意识、服
务意识，使医疗质量内涵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医疗质量
和水平有明显提升。 （顾莉莉）

三院开展
慢性病科普讲座

5月9日，市第三人民医院组织护理人员来到彩臣
三村社区开展“慢性病预防与健康管理”科普讲座。

科普讲座中，护理部主任沈淑华就健康概念与慢
性病现状、生活方式与慢性病成因、慢性病预防与健康
管理这三大方面，结合大量临床案例，深入浅出地阐释
了慢性病相关防治知识，使在座的居民对慢性病有了
较为具体、全面的认识。沈淑华耐心倾听居民的问题，
针对居民比较关注的“慢性病人饮食、起居、健身等方
面的注意事项”等一系列热点问题，一一给予专业、细
致的解答。 （张瑜）

人民医院组织
沙家浜红色之旅

连日来，市人民医院组织200多名党员分4批前往
常熟沙家浜参观学习，瞻仰红色遗迹、追忆革命历史，
接受红色教育。

党员们参观了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观看了以
“铁流东进”“芦荡火种”“鱼水情深”“痛歼敌寇”“烈士
业绩”为主题的革命历史图片和文物，详细了解36名伤
病员及郭建光、阿庆嫂等《沙家浜》人物原型的事迹。在
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前，大家重温入党誓词，纷纷表
示要立根铸魂，牢记使命，勇做干事创业的领头羊和排
头兵。 （龚海燕）

中医院组织
科普惠健康技能培训

5月15日下午，市中医院走进捷捷微电子公司，为
该公司员工进行心血管常见病科普知识讲座和心肺复
苏技能培训。

心血管疾病专家主任王爱亮讲述心血管常见疾病
的急救流程、心脑血管疾病的临床表现，以及如何有效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急诊科护士长范荣华普及海姆立
克急救法，现场指导自救、互救要领。

为了能让企业员工更好地掌握心肺复苏的技术要
点和正确的操作手法，急诊科特地携带人体模型进行
现场演示，邀请员工现场进行操作演练，并逐个为其
指导点评，让企业员工掌握心肺复苏的救护技巧和操
作流程。员工们争先上场操作，现场气氛非常活跃，得
到了企业员工的一致好评。

（鲁露 徐松梅）

合作中心完成
“两癌”筛查工作

5月5日至17日，合作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
“两癌”免费筛查活动，免费筛查1700余人。

为确保筛查工作顺利开展，合作中心制定了妇
女两癌筛查实施方案，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悬挂横
幅标语、发布微信消息等形式，宣传国家“两癌”
免费检查政策，以及“两癌”筛查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动员适龄妇女积极参加筛查活动，与适龄妇女
签订筛查知情同意书，详细告知体检注意事项，认
真做好体检登记。 （陈春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