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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卫生院紧急救助快递小哥
被不明昆虫蜇伤

医堂

■本报记者 牛金香 通讯员 张芸红

近日，一位快递小哥被不明昆虫蜇
伤，引发了严重过敏，紧急来到天竺卫生
院治疗。情况危急，该院值班医护人员
立即为患者开放了急救绿色通道，经过
及时治疗，患者转危为安。

紧急入院 情况危急
当天 17 时，快递员张先生因被昆虫
叮咬后身体不适来到天竺卫生院就诊。
当时患者全身、颜面部及四肢都出现了
大面积的红色斑丘疹，全身发痒，且伴有
呼吸困难等症状。值班护士见情况危
急，迅速联系了当日的值班医师刘金宇，
立即为患者展开治疗。

绿色通道 全力救治
刘金宇介绍，这位患者来院前半小
时被未知昆虫蜇伤（推断可能是马蜂），
引发了全身急性过敏反应。来的时候血
压 80 至 60 毫米汞柱，心率每分钟 110 次，

并有心慌、憋气等症状。
“病人发病急、变
化快，必须抓紧时间进行治疗以免发生
过敏性休克等严重后果。”确定病情后，
刘金宇立即找来轮椅，将患者推至设备
与药物齐全的抢救室。
由于患者一个人来就诊，未携带现
金，该医院开通急救绿色通道，在患者没
有挂号、缴费的前提下首先使用抢救室
的药物和设备，为患者争取时间。

判断准确 转危为安
转到抢救室后，刘金宇对患者予以
吸氧、补液、抗过敏等治疗，输液后患者
明显好转，血压回升、心率正常，憋气心
慌症状好转，因过敏引起的斑丘疹逐渐
消失，此时距患者入院仅一个多小时。
经过仔细检查，刘金宇确认患者症状缓
解，又为他开了辅助性药物。
此时，快递员张先生的同事收到通
知，来到医院帮他缴清了治疗费用。

过敏有危险 医生有话说
天竺卫生院紧急救助快递小哥
的事件中，让人们感受到了急性过
敏的凶险和紧迫，刘金宇医生提醒
市民，
被昆虫蜇伤后出现过敏症状，
一定要及时就医，由专业医生对病
情进行诊断和治疗。
如果被蜂蜇后出现了憋气、心
慌、心跳增快、呼吸不畅等症状，有
可能发生了过敏，有些因过敏导致
的病情发病快、病情凶险，严重的
可以导致喉头水肿引发窒息死亡
或过敏性休克等严重后果，务必及
时就医。刘金宇提醒市民，出现过
敏症状的患者应严格注意饮食，忌
食辛辣、海鲜等食物，有必要可前
往医院测试过敏原，并在日常生活
中规避，以避免发生过敏性休克危
及生命。

腹腔镜手术

顺义餐饮场所控烟执法专项行动结束

40家餐饮单位未发现违法
本报讯（记者 牛金香 通讯员 胡京
华）近日，为期一个月的顺义区餐饮单
位控烟执法专项行动结束。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监督所共监督检查 40 家餐饮
单位，未发现违法行为。
从 6 月 1 日开始持续到月底，卫生
监督员围绕“四有一无一劝阻”以及“划
定吸烟区是否合理”开展控烟执法检

查 ，重 点 检 查 了 辖 区 内 40 家 餐 饮 单
位。经查，这 40 家单位均较为重视控
烟工作，被查单位均建立了控烟管理制
度，设置了明显的禁烟标识和举报投诉
电话，开展了禁烟自查工作，制作并留
存了相关记录，设置了控烟劝阻员。
为巩固控烟工作成果，针对这次
专 项 行 动 ，区 卫 监 所 严 密 部 署 ，特 别

针对“未对禁止吸烟场所内的吸烟者
进 行 劝 阻 ”的 违 法 情 形 ，一 经 发 现 严
格查处。
区卫监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我
区还将探索建立控烟工作公众参与、社
会共治机制，发动群众，将群众监督打
造成卫生行政执法的前沿阵地，使群众
监督成为卫生监督的有力补充。

区医院升级改造皮肤科新诊区
本报讯（记者 牛金香 通讯员 刘珂
妃）日前，
记者从区医院获悉，
该院升级改
造皮肤科新诊区已投入使用。
区医院原皮肤科建筑空间狭小、
基础
设施老化。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
近

日，
皮肤科新诊区升级改造完成并投入使
用。升级改造后的皮肤科诊区与原来相
比，区域面积扩大了 40%，诊室增加到 2
间，
启用电子叫号系统，
就诊秩序得到明
显改善；
专家诊室和普通诊室从以前相距

较远变成相邻诊室，不仅方便了患者就
医，
而且对疑难重症患者实现更好的会诊
衔接；
功能检查室和治疗室的空间明显扩
大，
检查治疗独立分开，
为患者提供了更
好的便利和隐私保护。

我区两位中医荣膺第三届
“首都国医名师”
本报讯（记者 牛金香）日前，记者从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获悉，该院 2 名
老中医高才达、崔德成荣膺第三届“首
都国医名师”
。
“首都国医名师”评选活动由北京
市中医管理局、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共同组织。自 2008 年组织首都

国医名师评选工作以来，迄今已评选出
两届共 42 名首都国医名师。第三届首
都国医名师评选工作，经过单位推荐、
形式审查、行业复评以及专家评议等，
共评选出 102 名首都国医名师。
高才达经历家传、师承、学院学习，
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成立了国家级

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成为我市
郊区县中唯一一个国家级名老中医。
崔德成因病求医，师承传统，针药并重，
博采众长，中西汇通，已从事医院教学、
科研、
临床工作50余年。
此次为该院专家首次获得
“首都国医
名师”
称号，
在郊区医院中获批人数领先。

缺了牙可以不镶吗？

医生简介：
马兆峰，
区医院口腔科
副主任，
口腔种植与颌面外
科学博士，
副主任医师。擅
长疑难缺失牙的种植修复，
复杂牙齿微创无痛拔除、
儿
童牙外伤的序列治疗等。
出诊时间：
每周一上午。

在临床接诊病人的过程中，
会看到很多缺
失牙齿却没有镶牙的患者。他们中有人认为，
缺一颗牙，
镶不镶无所谓，
反正能吃饭；
还有人
认为，缺一颗镶一颗太麻烦，等都掉了镶一个
全口假牙省事。殊不知，牙齿缺失后，整个口
腔的平衡就会被打乱，若不及时修复，常会导
致缺牙间隙附近的余留牙倾斜、移位，咀嚼功
能下降，牙周损伤等问题。有研究表明，全口
无牙者较易发生老年痴呆。根据患者口腔条
件及患者的个人意愿，
医院有 3 种修复方法：
1.活动义齿修复
活动义齿为患者可以自行摘戴的义齿，
其制作相对简单，磨除牙体组织较少，费用低
廉，适应范围较广；但其舒适度、美观性及咀
嚼效能不如固定义齿。

米鑫，主任医师，顺义区妇幼保健院副院
长、
妇产科主任。
专业特长：擅长妇科肿瘤及妇科内镜、
腹
腔镜手术。
个人经历：先后于北大医院、
中山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
意大利锡耶纳大学医院学习腹腔
镜等技术。2006年被授予
“北京顺义区十大杰
出青年”
“北京百名优秀青年医师”
称号。2007
年、
2009 年两次被评为
“北京卫生系统先进个
人”。2005 年至 2013 年多次获得顺义区科技
进步相关奖项。
出诊时间：
周一上午。

2.固定修复
固定修复体体积小、稳固、美观，患者无
须摘戴，但相对于活动假牙需要磨除更多的
牙体组织，
且适应征相对局限。
3.种植牙
种植牙称为“仿真牙”。它无须磨除健康
的牙体组织，也不需要牙托和牙钩，咬合力经
过种植体直接传导到颌骨内并分散到周围的
支持骨，
因而能够承受较大的咬合力。
（牛金香）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种称之为钥匙孔
的手术诞生了。腹腔镜手术，只打开钥匙
大小的小孔就可完成手术，因此被称为钥
匙孔手术，
专业又称为微创手术。
如此小的孔，利用腹腔镜来实施。首
先在肚脐部位开 1 厘米小孔，将细长的镜子
放进去，即能够看到肚里所有的器官；再打
2 个小孔，把器械放进去，在镜子下做手术
就是我们所说的腹腔镜手术。
微创手术就是在做手术时，
将手术创伤
及损伤降到最低。虽然手术损伤减小了，
但
是手术效果达到或高于开腹手术效果，
手术
安全性高。
因为腹腔镜作为一种新的技术利用到
手术治疗，将电子学、光学、影像学、机械
学、能量学等现代的高科技和手术结合在
一起，使得医生的眼睛变长了，视野变宽
了；通过器械使医生双手伸得更远了，探
得更深了，使手术变得更安全、效果更好。
目前腹腔镜已广泛应用到妇科检查、
治疗及手术的各领域。比如说常见病子宫
肌瘤，希望保留子宫，可以做子宫肌瘤剔
除术；不能保留子宫的，做全子宫切除、次
全子宫切除等手术。如果长了卵巢囊肿需
要手术，可以做卵巢肿瘤剥出术或切除手
术，用腹腔镜做最有优势。
“ 宫外孕”手术
中，腹腔镜是最好的选择。
目前，
女性不孕不育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常见情况是生殖系统病变。比如子宫内膜异
位症患者，
约有一半出现不孕情况，
通过腹腔
镜手术治疗后，
一半以上可以妊娠，
腹腔镜手
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是全世界公认最佳手术
方式。盆腔感染性疾病可以造成输卵管粘连
梗阻，
丧失生育功能，
在腹腔镜下行盆腔粘连
分解、
脓肿切开引流、
输卵管积水的处理，
可
以使一部分患者恢复生育功能，
是目前最好
的选择。
顺义妇儿医院已经完成各种腹腔镜手
术 8000 余例，在妇科腹腔镜手术方面进入
国内先进水平行列，比如妇科癌症的手术，
在国内一部分大型三甲医院才能完成，顺
义妇儿医院近几年已完成 200 余例，其中在
2005 年完成我院首例腹腔镜卵巢癌肿瘤减
灭术，随访患者至今，身体健康无复发，在
国内当时并无此病例报道。
宫腔镜应用这种手术更微创，无须打
孔，
顺着宫颈将镜子放进去做检查和进行手
术，至今顺义妇儿医院已完成检查和手术
10000 余例。不孕症患者的检查和手术，宫
腹腔镜是最好的选择，
可以检查不孕症原因
并给予治疗。
（牛金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