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的付出！”9 月

15 日上午，鲜花和掌声汇聚在奉天五楼大会

议室，这里，一场简短而温馨的欢迎仪式正

在进行。全体在家院领导，五名援琼归来的

护士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会。

我院援琼六人组的五名队员刘召君、李

森、张昭霞、杜彩虹、龙梁娥结束了为期一个

月的支援海南核酸检测任务，经过集中隔离

和居家医学观察，身体各项指标均正常，即

将顺利返回工作岗位。

党委副书记、院长张波主持会议，他对

五名护士“舍小家、顾大家”，不顾危险、忘我

工作，同时间赛跑，零差错、零感染、高质量

的完成使命与任务表达了充分肯定。

张昭霞和龙粱娥两名队员分别进行了

发言，分享援琼感受。从她们简短的发言中，

我们了解到援琼医疗队是如何克服重重困

难，团结一致，圆满完成核酸检测任务的。出

发前，他们主动请缨，坚定信念，冲锋在前；

在海南，时刻牢记医者初心，面对任务不退

缩，不打折扣，表现突出，均获得优秀个人称

号，为湖南医疗队、为石门县人民医院赢得

了荣誉。其中刘召君在抗疫期间

担任组长，能力突出，评选为优

秀组长，征文作品《石门县人民

医院援琼工作总结》在“援琼总

结”大赛中荣获三等奖；龙梁娥

视频作品《让青春在战“疫”中闪

光》在“援琼视频”大赛活动中荣

获三等奖；五名护士在此次援琼

抗疫中也收获了三面锦旗。

张昭霞感言：“记得到达海

南的当晚，组长刘召君就立即用

视频会议的形式对我们进行了

一对一穿脱防护服的考核，第二

天清晨我们就来到社区开始采

样，持续的高温和高强度工作并

没有打败我们，我们五人始终相

互照应，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最辛苦的是上

门采样，不仅体力消耗严重，而且感染风险

大，但我们都挺过来了。这一个月我们收到

了很多部门对我们采样速度和质量的肯定，

也感受到海南人民的热情和发自内心想要

战胜疫情的决心，总之，援琼之旅让我们受

益终身。”

龙梁娥感言：“我在五人中年龄最小，并

肩战斗中各位队友对我倍加照顾，医院领导

对我家人的关怀也令我倍感温暖。在这一个

月时间里，我们齐心协力，圆满完成任务，开

心是真的、累是值得的、人是幸福的，援琼经

历让我在最美好的年纪做了一件最有意义

的事情。”

五人中，刘召君、李森是党员，杜彩虹是

入党积极分，张昭霞、龙梁娥也在海南积极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党委书记熊松明说，你们全部平安归来

是最好的结果，在这一个月的援琼工作中，

你们展示了过硬的业务素质，展示了精诚团

结的精神风貌，展示了激情坚韧、协作、创新

的医院内涵和“一支军队、一所学校、一个家

庭的”精神，你们的付出，医院不会忘记，时

间也不会忘记！

随后，院领导分别为他们送上鲜花和慰

问金。

据悉，此次援琼团队还有一人暂未回

家，他就是我院检验师向俊，在结束了海南

核酸检测任务后，向俊又与湖南医疗队其他

部分队员一起，被抽调到四川成都，目前正

在成都进行核酸检测任务。这也是向俊第三

次参与外出核酸检测任务。

另外，我院还有 5 名医务人员：王霞、杨

涵琳、杜登锋、胡蝶、熊依依目前正在西藏方

舱医院参与医疗救治任务。

请六位队友保重身体，我们期待你们平

安回家！

（陕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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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病区 新生儿科

名医恭候：吴 敏

陈一静

咨询电话：5322729

名医恭候：李际才

晏平华 贺用礼

咨询电话：5323056

石门县人民医院

四病区 骨科（一）

石门县人民医院

六病区 妇科（一）

名医恭候：邓慧萍

陈 静

咨询电话：5323071

名医恭候：张云波

邱 勇 曾 汨

咨询电话：5323083

石门县人民医院

八病区 神经外科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病区 胃肠外科（二）

血管 烧伤整形外科

名医恭候：康 健

李 涛

咨询电话：5323093

名医恭候：王照红

李敏杰

咨询电话：5323106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一病区 肝胆外科

名医恭候：刘 斌

咨询电话：5323112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二病区 消化内科
石门县人民医院

九病区 重症医学科（ICU）

名医恭候：程 刚

咨询电话：5323091

名医恭候：杨 军

文小波

咨询电话：5323082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七病区 泌尿外科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五病区 产 科

名医恭候：李赛媚

刘 洁

咨询电话：5323069

名医恭候：袁健保

唐永驰

咨询电话：5323039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病区 胃肠外科（一）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一病区 全科医学科

名医恭候：杨 莉

王炜明

咨询电话：5332600

县委第四巡察组入驻我院开展巡察工作

9 月 1 日，我院急救科普团队应

邀来到石门五中、石门六中，为两所

学校的新生开展急救技能培训，让生

命安全课程成为重要的开学第一课。

科普中，我院急诊科培训讲师详

细讲解心肺复苏术和海姆立克急救

法的分解动作。8 名培训师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规范示教。为了加深同学们

的印象，讲解途中随机提问，并对回

答正确的同学发放纪念品。

在自由练习时间，同学们和军训

教官都来到模型前，在护士的指导下

纠正动作，体验真正的心肺复苏流程

和海姆立克急救法。最后为了检验学

习效果，工作人员在每班选一名学生

上台进行技能比武，为动作规范、手

法准确的同学发放了纪念品。“这

堂课很有意义，我们掌握了急救技

能，以后发现身边人有危险时也能正

确伸出援手。”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将

心肺复苏术和海姆立克急救法牢记

于心。

急救培训后，县人民医院公共卫

生科、妇科、泌尿外科工作人员还现

场指导了疫情防控工作，以及进行详

细的青春期健康知识科普。

两场培训，县人民医院医疗集团

成员单位蒙泉镇中心卫生院、皂市镇

中心卫生院部分医务人员也来到现

场参加。

据统计，每年县人民医院科普团

队都会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社

区、进农村上百场次，积极向公众普

及应急救护知识和疾病预防保健知

识，发放健康宣教资料，大力提高了

公众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伤害的能

力，每年受益群众数万人，用实际行

动为健康石门战略助力。

（陕琴琴）

开学第一课，学习急救新技能
9 月 19 日下午，县委第四巡察组召开

巡察石门县人民医院党委进驻动员会。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

联系领导黄斌、县委第四巡察组组长陈技

、副组长吴庸军及巡察组全体成员，县纪委

监委派驻卫健局纪检组长唐晓晖、我院党

委班子成员及全体中层骨干、党员共 200

多人出席本次会议，医院党委书记熊松明

主持会议。

会上，陈技同志作进驻动员报告，明确

了巡察的目的意义、工作重点、内容及方式

方法。他强调，巡察是政治巡察，是党之利

器、国之利器，医院全体干部职工要提高站

位，深刻领会巡察内涵，坚守政治巡察的定

位，强化政治监督，全面监督，靶向监督。要

严格工作程序，有序推进县委巡察工作开

展；要弄清巡察流程和阶段，突出问题整

改，强化成果运用；要坚持同题共答，圆满

完成巡察工作任务。

黄斌同志讲话，他指出，巡视巡察是党

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

制度安排，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履

行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督，具有鲜

明的政治性和权威性，希望全院全体干部

职工要提高思想认识，把握政治巡察定位；

要坚持忠诚履职，高质量完成政治巡察任

务；要认真对待，履行政治巡察使命；要端

正态度，做到同题共答；要坚决服从，做到

同频共振；要密切配合，做到同向发力，共

同完成好政治任务。

巡察组副组长吴庸军同志就巡察征求

意见和测评表格填写事宜进行了具体指

导，并交代了注意事项。

党委书记熊松明同志做表态发言。他

表示，本次县委确定我院为巡察单位，这是

发现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自我完善

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全力以赴配合巡察组

开展工作，并将以这次巡察为契机，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医院

高质量发展；以巡察为契机，深入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强化医德医风建设，打造风清气

正“清廉医院”，向县委和人民群众交上一

份满意答卷。

本轮巡察重点聚焦中央、省委、市委、

县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的落实情况，进

一步促进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聚焦群众身

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以及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聚

集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解决软弱涣散问

题、增强基层治理实效。本轮巡察时间自

2022 年 9月 19日起，持续 2月。

现将巡察组驻县人民医院有关情况公

示如下：

一、办公地点：医院北区教学楼三楼

305、306

二、信访接待窗口：医院北区教学楼三

楼 304

三、举报（短信）电话：15886607230（工

作日 8:00-12:00 14:30-17:30）

四、电子邮箱：smxxcz04001@163.com

五、联系信箱：县委第四巡察组接受举

报征求意见箱。 （梁雨虹）

9 月 7 日晚，我院在奉天六

楼召开 2022 年“抓平安 创满意”

工作培训会、疫情防控工作调度

会、医疗安全与行风管理突出问

题排查整治行动动员部署会，全

体院领导、中层骨干、不当班医生

共 400余人参会。

党委书记熊松明主持会议。

会上，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杜

谋元就“抓平安 创满意”工作做

了重点培训，并对近期工作要点

及注意事项，也逐项进行了部署

安排。他要求大家提高认识，坚持

推进平安医院建设，提升群众满

意度。

随后，副院长赵介传达了省

市相关会议精神，对近段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了分析和安排。要求

全院上下要严格遵守疫情规定，

落实核酸检测、卡口管理要求，坚

持场所码、行程码扫码，尤其是对

要落实首诊负责制，把好每一道

关口。

党委副书记、院长张波对《石门县

人民医院医疗安全与行风管理突

出问题自查自纠工作方案》逐条

逐项进行了详细解读。他指出，医

疗安全与行风建设事关医院发展

与形象，科主任、护士长责任重

大，必须及时组织学习，按照要求

自查自纠，积极整改落实。全体医

师更是要修身立德，廉洁行医，依

法执业，确保职业安全。

党委书记熊松明总结讲话，

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求大家

思想上要重视，充分认识医疗安

全与行风建设的必要性和严峻

性；二是行动上要落实，按照工作

方案抓实抓细，牢记规范和标准，

不容疏忽和违背；三是宣传要到

位，科主任、护士长要在科室认真

传达，强化教育，不可走过场；四

是责任追究要严格。无论是“抓平

安创满意”工作，还是疫情防控，

以及行风建设，都要明确责任，强

力推进，确保落实。

（梁雨虹）

抓
行
风
，抓
平
安
，

抓
疫
情
防
控
，一
个
都
不
放
松
！

9 月 30 日上午，我院北区学术报

告厅充满了欢声笑语，一场温馨又感

人的重阳节退休人员座谈会在这里举

行。医院人力资源部通过前期周密准

备，大部分退休人员应邀齐聚一堂，拉

拉家常、聊聊身体、追忆往昔、祝福未

来。

全体在家院领导参加了座谈会，

党委副书记、院长张波主持会议。

一杯杯热气腾腾的无糖菊花茶、

一句句轻声问候与关怀，一步步小心

搀扶与指引，全体工作人员各司其职，

除了严格三查一询，落实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外，还从各项细节入手，确保老

前辈在活动现场感受到医院大家庭的

温暖与关怀。

活动在纪实电影《不老骑士》中拉

开序幕，影片讲述了 17 名平均年龄 81
岁的老人，勇敢地走完 1139 公里环岛

追梦之旅的故事。老前辈们描述观影

感受：只要有梦，就有奇迹！

党委书记熊松明以《赓续传承踔

厉奋发，以史聚力续写新篇》为题，详

细介绍了医院情况：医院党委班子带

领全体职工秉承了昔日的精神，拓展

了新时期的思路，医院当前运行较为

平稳，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由于

多方因素影响，医院发展也面临着更

多更大的挑战，医院将继续秉承“三个

方向、二大中心、一种制度”的发展思

路，坚持党建引领，深化清廉医院建

设；加强现代医院管理，促进学科协同

发展；加强运营体系建设，促进医院高

质量发展；积极改善就医环境，持续提

升就医体验。

听了熊书记的报告，退休前辈们

感触颇多，在现场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王俊元：感谢医院精心策划和组

织这次活动，祝愿各位身体健康，祝愿

医院越来越好！

伍雪萍：退休这么多年，我们感受

到医院对我们的关怀，尤其是逢年过

节和生病住院时，总能得到你们的关

心和慰问，特别感动。

刘安兰：过去我们在各自的岗位

上奉献青春和力量，共同见证了石门

县人民医院的发展壮大，相信未来将

更加美好。

谢桂琴：对医院未来的发展，我们

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们永远以医院

为家，以医院为荣！

在热烈的掌声中，老前辈们来到

北区球场，为今天的相聚留下美好的

记忆。 （陕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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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走基层，惠民又利民。9月 15

日—16日，湖南省人民医院“心动三

湘”疑难心血管疾病巡诊走基层专家

团来到我院，开展了专家讲堂、查房、

义诊、疑难病例讨论座谈等活动。

专家团由省人医心血管内科郑昭

芬教授、介入科王庆教授、小儿心血管

刘震宇教授、超声科夏晓辉教授、心脏

大血管外科陈飞教授组成。

15 日下午，专家团在我院北区教学楼

二楼学术报告厅开展专家大讲堂，就

《常见结构性心脏病与房颤的介入治

疗》《大动脉疾病的急诊治疗》等专业

领域进行分享交流。

专家讲堂由质管科主任王飞霖主

持，我院心血管内科、儿科、超声影像

科、胸外科等多学

科医务人员及学

生 80 余人聆听讲

座。

16 日上午，

专家团分组深入

到心血管内科、儿

科、超声影像科和

胸外科病房，进行

查房、疑难病例讨

论等，指导临床诊

疗。

在门诊义诊

现场，专家们认真接待了慕名前来就诊

的患者。他们和蔼的态度、详细的诊查

以及精益求精的学术精神，得到了我院

医护人员及就诊患者的高度评价。

作为省人民医院定点指导医院，此

次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我院学科发展，

特别是通过这种专科对口的传帮带教

形式，既实现了医护人员诊疗理念的更

新和知识的拓展，提高了临床实践能

力，又让山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今后，随着

定点指导医院帮扶工作的推进和深入，

将会实现更多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也

将惠及更多的群众就医就诊。

（梁雨虹）

省人医专家团巡诊
开展走基层活动！



花生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蛋

白质、脂肪、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

质等营养素，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油酸、烟酸和镁等成分的确有助于防

止血管斑块形成和促进心脏健康。但

不是所有人都适宜食用花生，下面这

五类人群不宜食用。

1、幼儿

由于花生颗粒较大，而且不易嚼

碎，而 3岁以下幼儿的吞咽功能还没

有发育成熟，所以幼儿吃花生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说笑、呛咳等而将花生滑

入呼吸道，容易引发危险。

2、胆囊炎患者

人在进食后，胆囊会收缩排出胆

汁，从而帮助消化食物。三大营养素

中，脂肪最能引起胆囊强烈收缩。花

生的脂肪含量较高，因此胆囊炎患者

在急性发作期和手术后都不要吃花

生，以免诱发或加重疾病。

至于慢性胆囊炎患者，在胆囊炎

没有发作的时候是可以少量吃花生，

但要注意控制油脂类食物的摄入量，

尽量避免一次性摄入过多的脂肪，否

则可能会诱发急性胆囊炎。

3、对花生过敏者

部分人可能会对花生过敏，如果

误食的话可能会引发皮肤瘙痒、喉咙

水肿等过敏反应，严重时更可致命。

这类人群日常除了要禁食花生外，还

要注意避免吃到含有花生成分的食

品。

4、痛风患者

花生的嘌呤含量较高，每 100 克

大约含有 85 毫克嘌呤，建议痛风患

者在急性发作期要避免吃花生，等到

病情缓解后才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

和自身情况适量吃点。

5、腹泻者

花生富含油脂和膳食纤维，这两

种成分都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因此有

腹泻和消化道急性感染症状的人群，

应暂时性禁食花生，以免加重病情。

花生这么吃才健康

日常生活中，我们吃花生的时候

应注意以下事项：

1、适量地吃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

建议每周摄入坚果 70 克左右，也就

是每天可以吃 10 克左右花生（大约

是半捧的量）。

2、注意制作方法

建议吃花生时尽量选择蒸、煮、

炖和煲等用油较少的烹调方法，例如

可以用来熬粥、煲汤或炖煮，这样吃

起来更健康。

3、挑选和保存

因此，建议购买花生时要选正规

厂商生产的，不要买路边来路不明的

花生；尽量选小包装的，趁新鲜食用，

如果吃不完硬密封起来，放在干燥、

通风的地方，以免受潮而发霉；一旦

发现花生发霉了，就不要再吃了。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一病区 产科 VIP 区

名医恭候：李赛媚

刘 洁

咨询电话：5336480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七病区 儿科（二）

名医恭候：胡建国

谭 敏

咨询电话：5335200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三病区 肾病 风湿 免疫病科

名医恭候：蓝 文

伍 君

咨询电话：5323125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六病区 老年病 内分泌科

名医恭候：李 剑

向泽林

咨询电话：5332600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九病区、三十病区

神经内科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九病区、三十病区

神经内科

名医恭候：龚考玲

王 浩 刘培华

唐似锦 张子铭

咨询电话：5333003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一病区 肿瘤 血液病科（一）

名医恭候：李 锋

皮庆军 万 军

咨询电话：5334569

2022 年 09 月 30日

石门县人民医院院报

石门县人 民医院

十九病区 心血管内科（二）

名医恭候：梁传亮

王贤奎

咨询电话：5336450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二病区 妇科（二）

名医恭候：周美浓

孙海琦

咨询电话：5339289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三病区 胸外 乳腺

甲状腺外科 皮肤科

名医恭候：龙朝晖

顾强健 郑骥成

咨询电话：5323030

总编院熊松明 执行总编院杜谋元 健 康 宣 教责任编辑院梁雨虹 胡兴懿

2022 年 09 月 30日

石门县人民医院院报

总编院熊松明 执行总编院杜谋元

责任编辑院梁雨虹 胡兴懿综 合 新 闻

任常伦，1921 年
出生于山东黄县孙
胡庄贫困农民家庭。
1938 年，日寇的铁蹄
踏进胶东半岛，这一
年，17 岁的任常伦加
入了胶东抗日自卫
团，并于 1940 年参
加了八路军。入伍不
久，任常伦就参加了
攻打郭家店日军据
点的战斗。

胶东抗战，艰苦
卓绝。从 1940 年到
1944 年，任常伦一共
参加了 120 多场战
斗。每一次他都冲锋
在前，不仅屡次完成
攻城拔寨的任务，还
三次从枪林弹雨中
救出战友。

1944 年 7 月，任
常伦被评选为战斗
英雄。8 月，他连续出
席了胶东军区和山
东军区战斗英雄代
表大会，被选为主席
团成员，并荣获军区
一等战斗英雄光荣
称号。会后，已任副
排长的任常伦得知
敌情紧急，日夜兼程
700 里，赶回胶东。那
时，他身上已经负过
八次伤，肩膀还留着
敌人的弹片，体力还
没有完全恢复。但是
他坚决请求参加战
斗。

战斗打响了，任
常伦和全排 32 名战
士奉命抢占制高点。
他带领战士发起冲
锋，成功抢在日军前
头占领了制高点。然
后又带领一个班的
战士，成功夺取了制
高点旁边被日军占
据的小高地。在坚守
小高地的战斗中，战
士们的手榴弹用完
了，子弹打光了，增
援部队还没有赶到。
任常伦坚定地对战
士们说：“我们没有
子弹有刺刀，人在阵
地在！”他带头冲向
日军，与敌人展开激
烈的白刃战，他一人
连续刺死 5 名日军，
终于带领战友们守
住了阵地。当天傍
晚，日军对小高地进
行反扑，任常伦不幸
被子弹击中，他吃力
地对战友们说：“别
管我，守住阵地要
紧，守住阵地就是胜
利！”战友们在任常
伦精神的鼓励下，斗
志更坚，终于打得日
军在扔下 258 具尸
体后，落败而逃。英
勇的抗日战士任常
伦，也献出了自己 23
岁的年轻生命。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三病区 呼吸内科

（一）

名医恭候：唐纯金

咨询电话：5335200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四病区 呼吸内科

（二）

名医恭候：文海云

周尚昆

咨询电话：5338521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二病区 肿瘤 血液病科（二）

名医恭候：朱超纲

周 勇

咨询电话：5335019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七病区 眼耳鼻咽喉科

名医恭候：卞新浩

胡振军

咨询电话：5323010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病区 骨科（二）

名医恭候：王文聪

毛炳焱 丁原 胡志喜

咨询电话：5324071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八病区 心血管内科（一）

名医恭候：刘 倩

谭传福 谢 彬

咨询电话：5323033

石门县人民医院

十五病区 痔瘘专科

名医恭候：黄登元

熊寿应

咨询电话：5324030

名医恭候：胡建国

金 露

咨询电话：5330139

石门县人民医院

二十六病区 儿科（一）
石门县人民医院

医疗美容科

名医恭候：何 琪

咨询电话：5330098

抗日英雄谱院

任常伦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五病区 感染科

名医恭候：陈四清

胡绪普 田泽飞

咨询电话：5324730

石门县人民医院

三十七病区 急诊科

名医恭候：尹 祥

王 波

咨询电话：5323011

石门县人民医院

四十、四十一病区

中医 康复医学科

名医恭候：唐植纲

杨海平 李彩华 李念文

咨询电话：5330010

石门县人民医院

四十三、四十五、四十六

病区 心理卫生科

石门县人民医院

四十三、四十五、四十六

病区 心理卫生科

名医恭候：覃事斌

杜登兵

咨询电话：5323003

石门县人民医院

口 腔 科

名医恭候：王 伟

袁玉霞 叶国红

咨询电话：5325945

石门县人民医院

皮肤诊疗中心

名医恭候：朱珊珊

咨询电话：

15973693358

炎炎夏日，71岁高奶奶左脚却冷得像冰

块一样，这种感觉让她很受折磨。2月前，高

奶奶开始出现左下肢麻木不适、感觉减退，

后来逐渐出现左小腿及左足疼痛、冰凉，脚

趾活动受限，走路跛行，每天夜间都会疼醒

过来，非常难受。

为解决苦恼，高奶奶多处咨询偏方，采

取了泡脚、按摩、外涂姜汁等方法都不见效，

遂到我院老年病内分泌科向李剑主任寻求

帮助。

高奶奶有糖尿病史 20 余年，还有高血

压病、冠心病。科主任李剑副主任医师和主

管医师文琼为高奶奶进行足部检查，发现双

侧足部肤色苍白，皮温凉，左侧尤为明显，双

侧足背动脉搏动减弱，左侧温度觉减退等。

完成下肢血管 CT 造影检查后，经介入

科刘倩主任与李剑主任共同分析，明确诊

断：糖尿病并发症，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可

能是糖尿病足前兆。

什么是下肢动脉硬

化闭塞症

以前我们介绍过，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俗

称“腿梗”，因为和脑梗、

心梗的病理基础一样，

为动脉血管粥样硬化引

起的慢性动脉闭塞，只

是病变部位不一样。如

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

治疗，最终患者往往会

面临坏死截肢的风险，

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因

此这种疾病也被称为隐

匿的“下肢杀手”。

什么是糖尿病足？

糖尿病患者踝关节

以远的足部血管、神经

出现病变导致足部供血

不足、感觉异常，并出现

溃烂、感染症状，严重者

可影响肌肉及骨骼、导

致组织坏死甚至截肢。

致死率高，病程长、难治愈。据统计全球

每 3 秒就有一个因为糖尿病足而截肢的患

者。

应该怎样处理呢？

1、早期：仅表现为下肢发冷、发凉时，可

通过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控制血脂、减肥、

戒烟戒酒、平衡饮食、规律活动来促进形成

下肢侧支循环，从而使病情得到缓解；

2、间歇性跛行期：此时需高度重视，定

期至医院进行规范治疗，按时随访复查，严

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及生活习惯；

3、静息痛期：此时仅依靠药物治疗通常

难以缓解病人症状，大部分情况下需要微创

介入血管腔内治疗疏通病变部位；

4、坏疽期：需微创介入或手术干预，如

病情较重且疏通血管病情无法缓解时，需截

肢治疗。进行截肢前行介入疏通血管，能尽

最大可能降低截肢平面、促进创面愈合。

经介入科与糖尿病老年内分泌科讨论

分析，共同确立了药物与微创介入相结合的

治疗方式，高奶奶和老伴也非常同意我们的

方案，并说“我们周边有人就是这种情况，因

为没有及时手术，后来截肢了！”

刘倩主任带领袁佳嘉医师、侯长安医师

熟练有序的为高奶奶进行下肢血管腔内成

形术，当下肢血流通过闭塞病变的瞬间，高

奶奶突然感到左足的冰山开始慢慢复苏了、

温暖了、有感觉了、脚趾能动了，几个月的不

适感顿时消失，高奶奶感到高兴不已。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临床常见病，多

发病，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70 岁以上

人群的发病率在 15%-20%。吸烟、糖尿病、高

血压、高脂血症、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慢性

肾功能不全、炎性指标等均与该病的发生有

密切关系。

计算机断层动脉造影（CTA）是常用无创

诊断方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是诊断

金标准。早期积极预防，出现症状及时明确

诊断，规范的治疗方式会显著降低致残率和

致死率。

（袁佳嘉）

很多患者患病后，都会有这

么一个心理反应：为什么这些病

偏偏找上了我？其

实，过于“省”吃

“俭”用，也可能是

疾病发生的开端。

1.省吃

老一辈人的

消费理念多是“钱

是省下来的”，于

是他们买菜、买水

果都会看见哪个

便宜买哪个，但不

少低价的水果蔬

菜都会由于空气

氧化，伴有营养流

失、腐烂等问题，

即便是切掉发霉

的部分，也还是会

有致癌风险。

此外，一些老人家非常节约

粮食，吃不完的菜，用打包盒打包

好，放到冰箱第二天继续吃。但隔

夜的饭菜都会含有较高的亚硝酸

盐，长期食用，也会对人体造成影

响。

建议：饭菜最好现吃先做，市

场上切好的半成品蔬菜和水果尽

量少买。

2.省电

有些家庭煮夫 /妇，为了省

电，都是在大火炒菜时才打开抽

油烟机，但其实油脂在 130℃的情

况下，就可以开始分解，形成苯并

芘等致癌物，150℃是会产生可刺

激眼鼻喉的丙烯醛，引起胸闷头

晕等，而等到油锅冒烟气较大时，

往往已经达到 150℃以上了。

医学研究数据显示，长期接

触油烟，患肺癌的风险是普通人

的2—3倍。

建议：炒菜前后一定要开启

抽油烟机，并定时对抽油烟机进

行清洁。

3.省油

大多数人会认为油可以反复

使用，即便是开封的油，只要在保

质期内都可以食用。

事实上，油在“一冷一热”后

容易变质，反复高温加热，会产生

大量脂肪酸聚合物，这种物质对

肝细胞有刺激性。

油开封后，接触氧气容易油

脂氧化或产生败酸反应，加热时，

油烟会比较呛人，这是由于加过

过程产生了环氧丙醛等致癌物，

容易增加肿瘤风险。

建议：家庭用油较少的情况，

尽量买小桶油，并尽快食用完毕。

加热过后的油，需反复过滤残渣，

如无变味，方可使用。

4.省钱

有的人为了省钱，厨房里的

木筷子、切菜板，一用就是十年、

十几年。殊不知，这些竹木制品，

最容易藏污纳垢。砧板使用后往

往会留有刀痕，竹木筷频繁使用

也容易出现开裂，这些缝隙都可

能藏有食物残渣，并导致发霉，可

产生黄曲霉毒素。

建议：木筷子使用半年后就

已经更换，如果想延长筷子使用

寿命，可以换成陶瓷筷或者不锈

钢筷。砧板也要注意生熟食物分

开切，并定期进行消毒。

勤俭节约，是传统美德。但有

时候省错了地方，反而可能会给

健康埋下隐患。

我们的心跳是存在自己的节律性的，当心跳突然出

现异常的表现，很可能是在提示疾病。

中暑：在炎热的夏季，气温过高会导致体内的大量

水分蒸发。当人处于严重脱水状态下时，会导致体内的

电解质紊乱，容易引起心跳异常。

房颤：房颤是最为常见的心律异常病症之一，患者

往往还会有气短、心悸以及头晕症状出现，但也有大约

三分之一的患者除了心跳异常外没有任何的不适症状。

心衰：心跳过快也是心衰的典型表现之一，没有及

时干预的话很可能会让患者的生命受到威胁。临床研究

发现，心率每增加 5 次 / 分钟，会让心血管疾病的死亡

几率增加 15%。

甲状腺疾病：很多存在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人也会累

及到心脏，引起心跳过速、心悸等表现，严重的甚至会引

起甲亢性心脏病发生。一些甲状腺功能低下的人群，也

会给心脏带来不良影响，增加身体罹患高血压、心脏病

的风险。

糖尿病：《国际流行病学期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

心跳每增加 10 次 / 分钟，会导致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23%。

如何让心跳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的心跳对于健康而言有很大的益处，作为

普通人的我们，在日常该如何做呢？教你一些方法。

1.注意饮食

饮食上要注意减少摄入一些容易导致心跳加速的

食物，如咖啡、茶、烟、酒等，特别是本身对咖啡因、酒精

不耐受的人群，尤其需要注意。

2.保持良好心态

日常要注意维持稳定的心态，遇到事情前先深呼

吸，不要让自己情绪过于急躁，稳定的情绪对于心脏健

康有很大的影响。

3.注意天气变化

在季节变换时，要注意多关注天气，及时增减衣物，

避免因为寒冷、炎热等因素导致心跳受到影响。

4.避高温勤补水

高温环境下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长期缺水容易

导致脱水，继而引起心率异常升高。

5.适时就医

当发现自己存在心跳异常时，要注意定期去医院进

行检查。在医生的指导下决定是否需要服药，切不可盲

目自行购买药物服用。

心跳过快、过慢都是不健康的表现，生活中发现自

己心跳异常一定要及时就医，切不可拖延。

腿脚麻木像冰块！
微创手术让 71岁奶奶恢复知觉

血栓是严重威胁人体健康的病

症之一，且血栓一旦形成就不可逆，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预防血栓发

生。在平时的生活中，注意观察自己

的腿部，如果经常出现这些现象需要

及时就医问诊。

1、腿部刺痛

在血栓生成后，患者的小腿会有

静脉凸起以及异常的疼痛症状，一旦

血栓堵塞血管，会导致患者的下肢没

有足够的血液供给。

在正常走路或者是站立的时候

会突然出现剧烈的疼痛感，早期疼痛

感在休息后可以缓解，随着病情的发

展疼痛在休息后也无法缓解。

2、腿抽筋

很多人在出现抽筋的时候第一

反应就是缺钙，但其实抽筋也可能是

血栓导致的。一些人如若日常活动量

较少，且在补钙之后抽筋的情况也无

法缓解的话，则需要警惕多半是血栓

引起。

3、腿麻

腿部出现血栓后，会导致血管被

堵塞，下肢没有充足的血液、氧气供

给，会出现异常的腿麻表现。

4、腿发凉

正常情况下，人只有在天气寒冷

的状态下会感觉双腿发凉，一些人在

天气不冷的时候也会出现腿脚发凉，

这很可能是血栓堵塞血管，导致血液

循环异常引起的。

5、腿部肿胀

身体出现水肿多是由于肾功能

异常所致，但也可能是体内血液循环

过差所致。在下肢静脉血栓生成后，

血液无法正常流通至足部，继而会引

起异常的肿胀症状出现。

伸伸胳膊就能检查脑部血管？

做完手术就能活动啦？什么手术这

么神奇？

近日，54 岁的唐叔叔在家中

“频发头晕伴行走不稳”，感觉身体

十分不适，考虑之前自身有过中风

病史后，迅速来到我院神经内科治

疗。入院后完善头颈部 CTA 提示

右侧大脑中动脉闭塞，科主任龚考

玲主任医师了解患者情况后，建议

患者完善脑血管造影术

检查进一步了解患者颅

内血管代偿情况，以明确

是否有进一步手术治疗

必要。患者听闻脑血管造

影术后需从股动脉（大腿

根部）穿刺，术后需要绷

带压迫平卧 24 小时，右

腿不能活动，大小便都需

专人伺候，内心恐惧犹豫

不决。经过神经内科介入

团队告知经桡动脉（腕关

节处）行脑血管造影方案

后，除腕关节需制动 6 小

时外，不影响日常活动，

患者毫不犹豫接受了经

桡动脉脑血管造影，患者

术后即刻就自行走下手

术台，无需卧床制动，无

需专人陪护，6 小时后拆

除压迫装置，无任何不适感。

脑血管造影术（DSA）是脑血管

病诊断金标准，能够清晰显示颅内

外大血管及微小血管以及静脉图

像，精确诊断如下：脑血管狭窄、闭

塞、动脉瘤、动静脉畸形、动静脉

瘘、静脉窦血栓形成等脑血管病。

到目前为止，行脑血管造影大

部分医院常采用经皮股动脉入路

（双侧大腿根部有脉搏跳动感的部

位），通常情况下都是经股动脉途

径进行主动脉弓及脑血管造影，技

术相对成熟，但因局部压迫止血时

间较长、术后患者需卧床 12~24 小

时穿刺侧下肢制动 12~24 小时，容

易出现腰背部、下肢麻木、尿潴留

等不适，术后卧床时间较长，增加

陪护照顾负担，给患者带来较多困

扰，部分患者难以耐受。最近我院

神经内科完成了数例经桡动脉脑

血管造影，技术已成熟，获得了患

者的一致好评和赞誉。

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与传统

的经股动脉脑血管造影相比，经桡

动脉脑血管造影成袢技术相对复

杂，对医生的操作经验要求较高，

但手术也有明显的优势：

1、穿刺点位于手腕部，对穿刺

局部损伤小，出血少，易于止血，术

后护理方便安全，不容易诱发并发

症。

2、舒适度好，术后即可下床自

由活动，无需长时间卧床制动，避

免了长时间卧床制动及下肢动静

脉压迫可能并发的深静脉血栓形

成、肺栓塞等风险，避免了诸多不

适和痛苦，患者易于接受，尤其是

老年患者和腰椎病患者。

3、损伤小、恢复快，无需专人

陪护，减轻患者对脑血管造影的畏

惧心理，住院时间也明显缩短。

患者所需就是医者努力的方

向，我院神经内科克服技术难度，

成功开展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术，

体现了安全、微创的救治理念，改

善了广大脑血管病患者的就医体

验，也为下一步开展经桡动脉治疗

打下良好的基础。

（肖林）

地址：德馨楼 16 楼、17 楼

电话：5333003

5333881

【新技术】：

伸伸胳膊造个影！即刻就能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