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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边疆患者成功施行甲状腺切除术

市二院援疆医疗再填技术空白
近日， 市第二人民医院援疆医疗专家

黄继超在新疆霍尔果斯市人民医院， 成功
为当地一名55岁女患者实施病变甲状腺切
除术，这也是该地区的首例甲状腺切除术，
在市二院援疆专家的帮助下， 霍尔果斯市
人民医院再填技术空白。

7月下旬，家住霍尔果斯的丁女士（化
名）因颈部不适伴呼吸不畅，慕名找到连云
港市援疆医疗队队长、 霍尔果斯市人民医
院副院长黄继超。 黄继超为丁女士做了详
细检查后发现：甲状腺较大，已经压迫气管
导致影响呼吸，甲状腺内有多发的结节，个
别结节存在恶性可能。综合研判后，黄继超
建议丁女士进行手术治疗， 但一道难题出
现在他面前。

丁女士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 关节炎
等疾病，给她造成了下肢萎缩屈曲、脊柱侧
弯畸形等后遗症。 身体的失能使她无法平
卧，正常的手术体位无法摆放，给手术和麻

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看着患者及家属期
盼的目光， 黄继超决心为丁女士争取手术
机会。 麻醉医师在查看患者情况后说道：
“虽然麻醉插管有困难， 但可以克服。”这
坚定了黄继超的决心， 当即将丁女士收治
入院、择期手术。

完善术前检查后， 黄继超组织援疆医
疗队及当地内分泌、心血管、呼吸、麻醉、护
理等科室专家进行了多学科术前讨论。专
家们积极讨论，就明确手术指征、排除手术
禁忌证、制定手术方案、提出围手术期注意
事项等相关问题形成一套完整的手术方
案。

7月21日上午， 丁女士被接入手术室，
麻醉进行得非常顺利。 按照术前制定的方
案， 手术室护理团队在市二院援疆专家周
玉萍的指导下， 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迅速
地调整好手术体位。 从切开皮肤、 分离组
织、保护神经到切除病变甲状腺，整个手术
过程熟练流畅，手术按计划顺利完成。更加
幸运的是，丁女士的快速病理结果为良性。

手术后，丁女士恢复得很顺利，甲状腺
手术易出现的并发症均没有发生。“我脖
子前面的压迫感完全消失了， 呼吸也顺畅
了，手术后感觉很好，谢谢黄院长。”丁女

士向黄继超连连道谢， 满心欢喜的家属也
送来了锦旗表达感激之情。

甲状腺结节是一种临床上较为常见的
疾病，有些患者需要手术治疗。甲状腺手术
因为其位于颈部气管附近，血管神经丰富、
重要器官多，故而手术风险较大，对手术者
和患者都是一种考验。 甲状腺手术需要成
熟的麻醉、手术和护理团队，还需要病理、
检验等相关科室的支持。

霍尔果斯市人民医院经过多年持续建
设，在援疆医疗队的帮助下，目前已经具备
了开展甲状腺手术的各项条件。自2021年1
月份开展首例微创外科手术以来， 黄继超
带领霍尔果斯市人民医院外科团队， 结合
当地条件连续开展新技术、新项目，不断填
补当地外科技术空白， 为护佑新疆人民健
康增添强大助力， 在霍尔果斯及周边地区
引起强烈反响。

（周玉萍）

市中医院

组织全院职工无偿献血
为促进无偿献血事业发展，确保临床医疗用血需要

和安全，8月4日和5日，市中医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全院职工积极踊跃报名参加，纷纷挽起衣袖，用热血践
行初心使命，用奉献点燃生命之光。

早上7时30分，市中心血站的采血车刚到，参加无偿
献血人员闻声而来排成了长队。通过填表、体检等程序，
初检合格的献血者纷纷走上献血车。

在献血的队伍里， 有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
还有行政后勤等科室的工作人员；有已经连续多年献血
的党员，也有第一次参加献血的新入职员工。他们有着
对生命的渴望，坚信所献出的每一滴鲜血，都能增添生
命的活力。

无偿献血是临床用血供应质量安全的保障，是社会
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我市深
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撑和现实需要。 据统计，
市中医院共有139人参加本次无偿献血公益活动，献血总
量达45300毫升。

鲜红的血液沿着针头缓缓流入血袋， 爱心在传递
着。殷殷热血，诠释了市中医院职工的拳拳爱心，以实际
行动展示了关爱生命、无私奉献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时
也为缓解疫情防控期间社会用血紧张作出了积极贡献。

（顾豪）

市疾控中心

多措并举做好控烟工作
烟草和二手烟同新冠病毒一样，都对人体肺部带来

致命损伤。吸烟也是导致各种慢性疾病的主要因素。为倡
导健康行为，提高人民的文明卫生素质和健康水平，市疾
控中心发挥专业做好控烟工作。

一是精益求精督查无烟环境。健康教育专业人员每
年进行4至6轮次覆盖全市各县区的公共场所控烟暗访督
查，覆盖上千个点位，汇总督查存在的问题500余条，并通
过市创卫办下发。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市市、县级党政机
关及各级各类学校、医疗卫生单位均100%达到无烟单位
标准。

二是多措并举进行控烟宣传。每年以5月31日“世界
无烟日”为契机，线上动员市民参与“健康江苏 我为控
烟发声” 公益接力活动，2018年至今参与人数达70余万
人，并在健康知识竞赛活动中开设控烟板块。每年印制下
发控烟相关宣传海报、折页、手册等2万余份。连续四年在
市健康办组织下做好“戒烟大赛”的技术支持，促使控烟
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活动效果逐年增强。2022年开展控烟
知识下乡巡展活动，覆盖2万余人。

三是全力以赴助推戒烟服务。市疾控中心通过加强
指导沟通、提供宣传资料、社会面宣传动员等，为戒烟门
诊运行解决切实困难。自2016年首家戒烟门诊启动，目前
委直属各医院及灌云县人民医院均常态化开设戒烟门
诊，其中市中医院成功建成国家级戒烟门诊，实现了苏北
地区零的突破。

此外，在各级医疗机构大力推广简短戒烟干预技术，
力争让临床医生人人掌握简短戒烟干预，推行首诊询问
吸烟史制度。 （孙亭）

灌南县精神病医院

开展老年健康宣传活动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健康灌南建设，普及

老年健康政策和知识，切实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
水平，灌南县精神病医院日前在灌南养老院开展“改善
老年营养 促进老年健康”主题老年健康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该院多名医务人员共同协作，为养老院
的老人们开展了健康知识科普讲座， 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简明扼要地为大家讲解了卫生保健知识、 注意事
项、饮食安全、合理用药、疫情防控等健康常识，护理
人员给老人们细心地测量血压。活动最后还给老人们发
放了牛奶等慰问品。

据统计，共有80余名老人参加了健康宣传活动，本次
活动内容丰富，现场气氛热烈，受到了老人们的一致称
赞。此次活动让老人们体会到了生活的美好和社会的关
爱，也传递出灌南县精神病医院浓浓的敬老情怀。

（宋成娟）

“农民健康百村工程”
走进灌云

8月6日，由江苏省红十字会、《农民日报》江苏记
者站、共青团江苏省委《风流一代》杂志社和南京中
医药大学联合发起的 “农民健康百村工程” 走进灌
云。当天上午，在灌云县中医院参加完启动仪式后，来
自南京中医药大学的专家们为灌云县近200名患者进
行了义诊。

近年来，灌云县卫健事业紧紧围绕“高质发展、后发
先至”主题主线，加快改革创新步伐，不断推动卫生健康
事业跨越发展，先后被授予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基层中
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国家慢病预防控制示范区、省卫生
应急工作示范县、农民健康工程先进县。特别是在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卫健系统主力军的作用得到充分
彰显，全县上下硬核防控措施取得了“零病例”的阶段性
成效，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办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集体”称号。

近年来，灌云县中医院同样得到蓬勃发展，在全市
率先建成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该院业务技术
水平显著提升，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
誉。灌云县中医院院长王辉表示，省“农民健康百村工程
之走进灌云”项目能够在该院举行，是对灌云县中医院
工作的充分肯定，通过此次义诊活动的开展，必将带动
提升灌云县中医院医师的中医诊疗水平，为广大患者提
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真正做到惠民利民。

（朱一清 严敏）

母乳喂养促进 健康教育先行

市一院产科开展世界母乳喂养周系列活动
母乳喂养是母亲赐予孩子最珍贵的礼

物，是新生宝宝最好的营养来源。8月1日至
7日是第31个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的主题
是“母乳喂养促进 健康教育先行”。为推
动全方位多层次母乳喂养宣传教育， 为更
好地普及母乳喂养孕产期保健知识， 保障
母婴安全，促进树立母乳喂养理念，市一院
产科开展了系列宣教活动， 提高了市民对
建立母乳喂养和持续哺乳的知识水平，为
妇女儿童身心健康作出了贡献。

喂养周期间，该科在门诊、孕妇学校及
病房等处制作了母乳喂养宣传专栏， 将母
乳喂养的重要性普及与宣传；8月1日下午，
在产科门诊举行了义诊活动，开展一对一
母乳喂养指导。产科主任王维俊、乳腺病
专家尹可华、产科护士长厉晶晶等对前来
问诊的孕产妇进行专业指导，解决母乳喂
养难题；8月2日下午， 产科护士长带领孕
妇参观了产科VIP病房，了解待产环境，还
给准妈妈讲解了待产注意事项，减少了准
妈妈的顾虑；8月3日下午， 产科在孕妇学
校为准妈妈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插花
手工制作活动，同时王维俊、厉晶晶以及
新生儿科医生王立云讲解了母乳喂养及
新生儿海姆立克急救法等知识，让准妈妈
们接触到更多的专业科学的育儿知识；8
月4日至5日下午，在互联网医院的线上产
科孕妇学校课堂上，母乳喂养专科护士郑

菊和产房副主任护师徐素琴在线与孕产
妇互动， 回答孕产妇提出的母乳喂养相关
问题。 （厉晶晶 何燕）

相关链接

省级孕产妇危急重症救治中心
市一院产科

市一院为省级爱婴医院。 产科为省级
孕产妇急危重症救治中心、 省高危孕产妇
救治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市级临床重点专
科。中心门诊设普通产前门诊、专家门诊、
遗传咨询门诊、专病门诊、产科疑难危重多

学科门诊、产科营养门诊、产后康复门诊、
母乳喂养咨询及护理门诊等。 病区设普通
病区、VIP病区、特需病区和LDR产房。

中心规范化管理围产期保健、高危妊
娠 、胎儿出生缺陷等 ；开展胎儿宫内状况
与成熟度监测；规范化诊治妊娠及分娩并
发症、妊娠合并内外科疾病及急危重孕产
妇；联合新生儿科对高危新生儿及时复苏
与救治；开展剖宫产术及应用分娩镇痛技
术； 在救治产科大出血方面技术成熟；开
展的子宫动脉或髂内动脉栓塞，保留了患
者生育能力； 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技术、子
宫动脉栓塞技术治疗凶险性前置胎盘，在
保留患者生育功能情况下减少了并 发 症

发生；在处理重症子痫前期、早产、妊娠期
心血管疾病、 妊娠合并自身免疫性疫病、
双胎孕期管理、 产前诊断等方面积累了丰
富经验。

市一院市口腔医院开展“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义诊

关爱老年口腔 微笑永远相伴

“医生， 我血压高， 能拔牙吗？”“主
任，我戴假牙五年了，需要更换吗？”为增
强老年人预防保健水平， 提升老年人健康
获得感，进一步贯彻市卫生健康委《2022年
全市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方案》， 市一
院市口腔医院党团支部、 妇联积极响应号
召， 于8月3日上午在市一院通灌院区门诊
大厅开展了“关爱老年口腔，微笑永远相
伴”的健康义诊活动，为前来就诊的老年
患者进行口腔检查，提供口腔健康咨询。活
动惠及百余人， 发放健康资料近200份，受
到咨询者的好评。

本次义诊活动由市口腔医院党支部书
记、副院长吴更带队，牙周黏膜病科、口腔
修复科、口腔种植科、牙体牙髓病科、口腔
颌面外科及口腔正畸科等多科专家参与。
面对因牙齿缺失后饱受进食困扰的老年
人，吴更书记根据他们的相关情况，给出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 老人们离开时再三确认
吴主任专家门诊时间，希望接受更为专业、
系统的口腔治疗；对于牙周状况不佳，牙根

暴露明显的老年人， 牙周黏膜病科主任医
师李向新仔细检查、耐心指导，患者们表示
“如果早一些得到专业指导，牙齿状况不会
这么差。”带孩子看病的老年人来到正畸科
副主任梁晓伟身边为孩子咨询牙齿矫正相
关知识，梁晓伟认真检查，耐心分析，对小
朋友的口腔健康状况予以指导， 提出治疗
建议。 口腔医院护理团队在护士长吴叶荣
的带领下为前来咨询的老年人分发宣传手
册、测量血压、讲解刷牙方法，分享牙齿保
健知识。

近年，市口腔医院党团支部、妇联立足

专科优势，积极推进“为民办实事”活动，
针对不同群体将活动内容具体化、形式化，
使各个年龄段的市民都能享受到专家级的
医疗保障。 (岳莉 周玭 吴更)

�相关链接

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连云港市口腔医院

市口腔医院是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急
诊专委会常务委员单位、 全科口腔专委会

及儿童口腔专委会委员单位； 省口腔医学
会常务理事单位、 口腔种植和牙体牙髓病
专委会委员单位， 省口腔舒适化治疗技术
培训基地， 省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专科
联盟单位， 南京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正
畸、口腔黏膜病专科联盟单位，上海第九人
民医院口腔种植科专科联盟单位； 市口腔
卫生指导中心、临床质量控制中心，市医学
会和医师学会口腔专科分会主任委员单位
以及市口腔协会会长单位。 牵头成立了市
口腔专科联盟。

医院拥有高级职称15人， 博士5人，硕
士生导师4人， 年门诊7万余人次， 年出院

2000余人次。门诊设牙科综合治疗椅47台，
病区开放床位38张。 专科技术牙髓血运再
生、膜龈联合手术、显微根管治疗、游离皮
瓣移植显微血管吻合、 可视化口腔种植导
航、3D打印成型等位于省内前列。

全市脑血管病诊疗学习班在东海举办
为提高全市脑血管疾病治疗水平，了

解脑血管疾病治疗新方向， 共同推动神经
内科的发展。近日，全市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脑血管疾病中西医诊疗新进展》 学习班
在东海县中医院成功举办， 来自全市各医
疗机构从事脑病科、 神经内科等相关专业
医护人员参加。

学习班邀请了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第一人

民医院、 连云港市中医院等单位的专家通
过线上、线下进行。

东海县中医院党总支书记高强在致辞
时说：“本次学习班将进一步开阔我们的视
野，拓展我们的思路，学到更多新理论、新
技术、新方法，这将对今后提高脑病学术水
平和提升神经内科领域的专业水平产生积
极而深远的影响。”

学习班上， 专家们就血管性帕金森综

合征的临床表现、 卒中后认知障碍的危险
因素、临床表现与神经影像脑小血管病型、
溶栓前的评价及处理和溶栓后的监测、经
桡动脉神经介入方法及并发症的预防和处
理措施等内容进行专题讲座。 专家们通过
病例分析、视频分享、互动解答，将脑血管
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新思路、 新进展和
治疗经验融合在临床实践中，信息量大、实
用性强，授课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用理论

与临床相结合的方式让大家分享。
东海县中医院副院长周延生说：“这个

学习班让脑血管疾病中西医结合防治工作
持续推进， 使广大医务工作者对脑病相关
疾病的防治和诊疗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了
解并掌握了本专业最新学术动态， 进一步
规范和提高了广大医务人员对脑病相关疾
病的诊疗水平，造福全市人民。”

(谭伟 陈士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