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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唐亚婧 记者陈建 黄珠慧子报道：近

日，我市首例经阴道单孔腹腔镜（

V-NOTES

）手

术在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团队的努力下顺利完

成。 据了解，经阴道单孔腹腔镜手术是通过人体

自然腔道

(

无皮肤切口

)

，应用现代内镜技术对腹

腔内脏器进行的诊断及治疗。 这是目前国际、国

内妇产科领域的一项最新术式，具有患者体表皮

肤无创伤、创口出血量少、术后恢复期短等显著

优势。

手术前，大妇科主任吴静考虑到患者是位爱

美的女性，腹部留下手术瘢痕影响美观，决定为

其实施经阴道单孔腹腔镜患侧输卵管切除术。由

于经阴道单孔腹腔镜手术操作孔只有一个，手术

操作角度有限，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对医生的技

术要求很高。吴静凭借对盆底及腔镜手术的丰富

经验和精湛技巧，带领团队顺利完成了上饶市首

例经阴道单孔腹腔镜患侧输卵管切除术。此例手

术时间短、体表无切口，术中创伤小、术后恢复

快，给患者留下十分满意的医疗体验。

近年来，随着腔镜技术的提高，经自然腔道

的内镜手术，越来越受到重视及应用。 利用内镜

通过人体自然孔道，如胃、阴道、膀胱等到达腹

腔，建立操作通道和气腹，在内镜下完成各种腹

部 外 科 手 术 ， 称 为 经 自 然 腔 道 内 镜 手 术

（

NOTES

）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一直积极探索，从

传统的开腹手术、三孔腹腔镜手术、经脐单孔腹

腔镜手术到现在的经阴道单孔腹腔镜手术；从腹

部长条瘢痕、三个圆孔瘢痕、肚脐处小瘢痕到现

在的真正体表无瘢痕，对我市妇科领域腹腔镜技

术的提升有示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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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医专一附院干眼门诊接诊了一位

蠕形螨睑缘炎继发睑板腺功能障碍的患者周先

生。 两年以来，周先生一直出现眼干、眼睛发红、

干痒、有异物感，眼睛白色分泌物增多，洗脸时睫

毛经常脱落等症状。 由于眼睛长时间干痒，总是

会不自觉地揉眼睛造成眼部疼痛，多次前往医院

求治，尝试使用了各种眼药水后均无效。 最后发

展到双眼异物感强烈， 两只眼睛视力也受到影

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医生给他做了眼睫毛螨

虫检查，在特制显微镜下，看见睫毛根部密密麻

麻地爬满了触角乱动的螨虫。

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黄金荣告诉记者：“ 蠕

形螨俗称毛囊虫，是一种永久性寄生螨，寄生于

人和哺乳动物的毛囊和皮脂腺内， 因此分为两

种，即毛囊蠕形螨和皮脂蠕形螨。 这两个种类的

蠕形螨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这两种蠕形螨常在

皮肤的同一区域共存， 并且经常集中于脸部、颈

部、前额、鼻部、外耳道等皮脂分泌旺盛的地方。”

黄金荣表示， 毛囊蠕形螨主要寄居于睫毛毛囊，

而皮脂蠕形螨主要寄居于睑板腺和睫毛皮脂腺。

感染蠕形螨后多表现为反复发作的睑缘红、眼

痒、眼干、眼烧灼感、异物感、畏光及分泌物增多，

严重者可伴有反复睫毛脱落。当炎性反应累及角

膜时，可有视物模糊或视力下降。

据了解，蠕形螨感染人群不分年龄、人种，如

果你属于这六种人群之一，尤其要注意：一是睑

缘炎患者；二是痤疮、渣鼻患者；三是倒睫、睫毛

乱生人群；四是长期化妆和不注意面部卫生的人

群；五是中老年人群；六是长期盯着电脑、过度看

电视和玩手机，以及熬夜喝酒等有不良生活习惯

的人，由于疲劳等，身体的抵抗力下降，蠕形螨就

会过度增殖，寄居数量过多，引起蠕形螨性睑缘

炎等病理改变。

黄金荣表示，如感染眼部蠕形螨，要及早到

专科医院进行确诊治疗，以免进一步恶化，引发

干眼症、角结膜炎症，甚至影响视功能。 他建议，

广大市民平时需注意头面部清洁， 搞好个人卫

生。 毛巾、枕巾、被褥等物要勤洗勤换，常在日光

下晾晒，不用公共盥洗器具等，切断传播来源和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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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县妇保院成功救治一危重患儿

裘峥艳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方晓红是鄱阳县田畈街镇中心卫生院一名妇产科副主任

医师，工作至今已有

26

年。

2018

年荣获鄱阳县首届“

8.19

”中

国医师节“ 好医生”称号，

2019

年荣获“ 上饶好医生”称号。

这些年，为了提高业务水平，方晓红一次次外出进修，向

大医院名师学习，学业务、学技术、学医德，先后去鄱阳县人民

医院、景德镇市第三人民医院和江西省妇幼保健院，系统学习

深层次的专业知识。“ 学习是进步的动力，政治学习能提高自

己的思想觉悟，业务学习能开阔知识视野和提高业务能力。 ”

在方晓红看来，新时期当好一名医生的责任担当，是她努力工

作和学习的内在动力。

“ 奉人民为上，视群众为友，与健康同行”是方晓红的座右

铭，也是她行医执业的最高理念，正是有了这样明确的理念，

使得她在工作中克服无数次困难，完成工作任务，解除患者的

病痛与疑惑。 去年冬天的一天晚上，忙碌完的方晓红准备下

班，刚出门口就看见一名孕妇被送进了医院，方晓红赶忙上前

查看情况。 在之后的检查中，孕妇被诊断为前置胎盘大出血，

必须立即手术，终止妊娠。术前准备之中，却意外停电了。方晓

红回想起那天，直乎不容易：“ 数九寒天，医院虽然有发电设备

却带不动空调，该孕妇偏偏胎盘部分植入，情况十分紧急。 ”

在如此危急而又不能出任何差错的情况下，方晓红和其他医

护人员凭着一份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在一个小时内顺利

完成了手术，让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在黎明前来到了这个世界。

在方晓红的工作时间表里，根本就分不出什么白天黑夜，

也没有节假日之分，无论冬天还是夏天。 去年的一个周日，在

家休息的方晓红突然接到医讯，她立即赶往医院，在去医院的

途中，方晓红被一辆逆行的摩托车撞伤腿部。“ 如果我不是医

生，我会与肇事司机理论，但作为一名医生，我已顾不了许多，

脑袋里全是患者、孕妇。 ”她当时忍着痛，跨上电动车就直奔

医院，她知道，还有患者在急迫地等着她。

如今，家庭医生已是时下普通居民关注健康的

热点，为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 ，方晓红主

动承担起了田畈街镇吴家村委

会 、 滩口村委 会 共

100

余 户

贫困人口和重点人群

1500

余人的签约服务。她与这些居民

户 、农户 、以及残疾对象和重点人群建立了家庭医生责任

联系 ，只要有情况 ，接到“ 求助 ”电话 ，无论是刮风下雨 ，还

是炎热高温，她都会立马联系居民 ，上门为他们服务 ，排忧

解难。 特别是那些身体残疾者 ，方晓红还会耐心细致地为

他们讲解预防疾病知识 ，甚至主动捐款予以资助生活上贫

困的残疾人。

方晓红总说：“ 几十年来，我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没有什

么先进事迹。 ”在方晓红看来，她的所做所为都是医生应该做

的，今后她还要更加努力的工作，加强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和

能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争当一名新时代的妇产科好医生。

方晓红：争当新时代的好医生

黄欣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10

月

10

日凌晨

2

点，婺源县妇幼保

健院儿科住院部走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

脚步声。“ 医生，医生，赶紧帮我家宝宝看

一下，我家宝宝出生才一个多月，现在情

况很不好！ ”

听到呼叫声，值班医生项招招急忙套

上工作服，打开值班室房门，看到一对焦

急的父母怀抱着一个已经面色苍灰、口唇

发绀、呼吸困难、四肢肌张力高的小婴儿，

项招招心中一惊，“ 这是一个生命危急的

重症患儿！ ”

项招招赶紧让护士把氧气给孩子输

上，边检查患儿边追问病史，原来患儿已

经持续咳嗽

10

余天， 出现痉挛性咳嗽

2

天，

6

小时前开始发生面色改变，

1

小时前

在其他医院的急诊科就诊，接诊医生告知

家属孩子生命垂危，让尽快送至省市级的

上级医院救治。

看着心急如焚的家属和情况危急的

孩子，项招招立即电话联系儿科主任程小

华，汇报患儿具体情况并请示是接诊还是

转诊， 电话那头的程小华听了病情汇报

后，果断地说：“ 马上尽全力救治，开启绿

色急救通道，孩子现在的

情况已经不能转诊了，这种状况下转诊途

中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话毕，值班医生

和护士即刻给患儿开放静脉通道、吸痰清

理呼吸道、心电监护、测血糖及血气等急

救措施。

同时，程小华赶往医院。 经过进一步

检查，初步判断患儿有重症肺炎、呼吸衰

竭、类百日咳综合征、中毒性脑病、应激性

溃疡、凝血功能异常、电解质紊乱等多种

危重情况。 在程小华的指挥下，医护人员

有序的给予

NV8

无创呼吸机呼吸支持、

抗感染、抗脑水肿、抗惊厥、雾化吸入、拍

背吸痰、 补液等抢救措施，

2

小时后患儿

肌张力恢复正常，无抽搐，通过密切监护

和积极治疗，

30

小时后患儿生命体征逐

渐平稳，病情好转脱离呼吸机从重症监护

室转入普通隔离病房。

新生儿重症监护及儿科的医护人员

们如同照料亲人一样精心呵护着患儿，经

过近

10

天的精心治疗及护理， 孩子脱离

了生命危险并顺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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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在医护人员的

护送下， 运用氧疗转运

系统至辅助科室进行

CT

及

B

超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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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气温转凉， 昼夜温差逐渐加大， 不

少秋冬季节性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 尤其是手

足口病、 感染性腹泻病和流行性感冒这三种疾

病预防， 广大市民需要格外注意。

手足口病

秋季是手足口病高发期，

5

岁以下儿童多

发， 发病急、 传播快， 严重的甚至可能致命。

因此家长朋友要做好防范， 在家护理宝宝时，

如果出现持续高烧不退 ， 频繁呕吐 ； 四肢抖

动、 无力； 精神差、 容易惊醒； 呼吸困难、 心

率增快等情况都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该病流行期间不宜带儿童到人群聚集、 空

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 避免与其他发热、 出疹

性疾病的儿童接触。 发现孩子有发热、 出疹等

表现， 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治疗； 尽量减少

与他人的接触， 外出回来后请先清洗手部和面

部， 再接触孩子。

感染性腹泻

病毒感染性腹泻是由诺如病毒 、 轮状病

毒等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胃肠疾病 ， 主要表

现为腹泻和呕吐 。 因此广大市民需注意饭前

以及如厕后务必洗净双手 ； 食物必须煮熟煮

透 ， 特别是牡蛎等贝类海产品 。 一旦发生呕

吐 、 腹泻症状 ， 应及时就医并居家休息 ， 避

免传染给他人。

学校是病毒感染性腹泻的易发区， 学校应

做好晨检和因病缺勤等日常性防范工作， 及时

发现病例； 一旦发现病人要让病人居家或住院

隔离； 清洁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对病人去过的

场所进行消毒。

流行性感冒

流行性感冒 （ 简称流感） 是流感病毒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感染， 也是一种传染性强、 传播

速度快的疾病。 其主要通过空气中的飞沫、 人

与人之间的接触或与被污染物品的接触传播。

典型的临床症状是急起高热、 全身疼痛、 显著

乏力和轻度呼吸道症状。

警惕流行性感冒的侵袭， 市民们需要注意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 勤洗手， 勤换洗衣物。

注意室內空气流通， 确保至少两次以上的自然

通风， 每次通风

15~30

分钟。 减少在流感高峰

期去人群聚集区域的频次， 远离感染危险。 另

外增强体育锻炼， 保证充分的睡眠， 对提高自

身抵抗力也相当重要。 儿童、 学生以及老年人

等重点人群应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这是预防流

感的有效措施。

入秋后， 天气多变， 市民朋友应合理安排

好作息时间， 生活规律， 注意细节， 适时增减

衣服。

（见习记者 钟芷涵 记者 黄珠慧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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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创伤出血量较多时，应立即止血、包扎；对怀疑骨折的伤员不要

轻易搬动。

受伤出血时，应立即止血，以免出血过多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小的

伤口只需简单包扎即可止血；出血较多时，如果伤口没有异物，应立即采取

直接压迫止血法止血。如果伤口有异物，异物较小时，要先将异物取出；异物

较大、较深时，不要将异物拔出，在止血同时固定异物。 处理出血的伤口时，

要做好个人防护，尽量避免直接接触血液。

对怀疑骨折的伤员进行现场急救时，在搬移前应当先固定骨折部位，以

免刺伤血管、神经，但不要在现场进行复位。如果伤势严重，应在现场急救的

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

积极参加急救培训，掌握创伤止血技能。

（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整理报道，市健康教育所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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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紧急医疗救助时拨打

120

，寻求健康咨询服务时拨打

12320

。

需要紧急医疗救助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求助。 电话接通后，要准确报

告病人所在的详细地址、主要病情，以便救护人员作好救治准备；同时，报告

呼救者的姓名及电话号码。 必要时，呼救者可通过电话接受医生指导，为病

人进行紧急救治。 通话结束后，应保持电话畅通，方便救护人员与呼救者联

系；在保证有人看护病人的情况下，最好安排人员在住宅门口、交叉路口、显

著地标处等候，引导救护车的出入，争取抢救时间。

若是出现成批伤员或中毒病人，必须报告事故缘由、罹患人员的大致数目，以

便

120

调集救护车辆、报告政府部门及通知各医院救援人员集中到出事地点。

12320

是政府设置的卫生热线，是卫生系统与社会、公众沟通的一条通

道，是社会公众举报投诉公共卫生相关问题的一个平台，是向公众传播卫生

政策信息和健康防病知识的一个窗口。在生活中遇到相关问题，公众可通过

12320

进行咨询或投诉。

眼睛干痒多年 竟是螨虫“作怪”

王小仙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市妇幼保健院开展我市首例无痕妇科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