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身边
2020年6月2日 星期二 编辑：胡淑华 组版：娄玲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如意 通讯员 王昆

“先天性气管狭窄”你了解
吗？这是一种很严重的气道梗阻
性疾病，特别对于小婴儿更是致
命的威胁。由于该疾病临床表现
缺乏特异性以及医生的认知有限
等因素，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误诊
的情况，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
治疗。不过，这一情况在山东大学
齐鲁儿童医院得到了改变——— 经
过多年努力，气管狭窄术已成为
该院的常规手术，且在医院心外
科与呼吸介入科的“双剑合璧”
下，困难气道的处理也得到初步
探索，许多病情复杂的气管狭窄
患儿得到了有效治疗。

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心外
科主任冯致余表示，先天性气管
狭窄是一种少见的气管发育畸
形，患儿常表现为喉鸣、气促，经
常误认为是喉软骨发育不良。患
儿的临床表现与气管狭窄的严重
程度密切相关。狭窄较轻的患儿
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或者仅在哭
闹、剧烈活动或者呼吸道感染后
才有症状。但重度狭窄患儿在静
息下也有明显的“呼噜”声，严重
时可出现呼吸困难、紫绀，甚至引
起窒息、心跳聚停。

对于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
来讲，气管狭窄已经成为常规手
术，但随着治疗病例的增多，在临
床上又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这
些患儿的共同特点是气管早期已
经实施过干预、气管条件差，再次
手术可能会面临气管长度不足、
气管壁变形、金属支架很难取出
及二次手术粘连等困难。”冯致余
表示，对此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
院心外科与呼吸介入科密切合

作，充分发挥在该领域积累的技
术优势，成功治疗了部分这样的
病例，为困难气道的处理进行了
初步探索。

患儿桐桐(化名)出生后不久
就出现了喉鸣、气促的症状，经常
哭闹时突然窒息。后来，北京一家
医院给孩子做了气管手术，手术
比较顺利的，但是术后孩子脱呼
吸机困难的问题。

桐桐父母带孩子来到山东大
学齐鲁儿童医院后，医院心外科
和呼吸介入科对患儿进行了全面
的检查，结果显示第一次手术把
最狭窄的气管进行了加宽，但上
方相对较粗的部分又成为了新的

“瓶颈”，这可能是导致术后脱机
困难的主要原因。呼吸介入科与
心外科反复讨论，一致认为再次
手术是救治患儿的唯一希望。

但是，再次“返工”困难重重，
加上患儿病情突然加重，征得家
长同意后，医院为桐桐进行了急
诊手术治疗。幸运的是，手术过程
顺利，桐桐在术后37个小时顺利
脱离呼吸机，术后多次气管镜检
查气管形态满意，患儿没有明显
的呼吸道症状。

冯致余表示，有了两个核心
科室的“双剑合璧”，再加上医院
多个科室组成的优秀团队，一定
会为先天性气管狭窄患儿保驾护
航，为各类小儿气管狭窄的诊治
提供坚实的基础。

医生介绍： 冯致余

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心外
科主任。专业研究方向为：先天性
心脏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治。主
要诊治疾病范围包括：大动脉转
位、右室双出口、完全性肺静脉异
位引流、肺动脉闭锁、法洛氏四联
症等复杂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诊
断、手术治疗，以及房间隔缺损、
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等先
天性心脏病微创小切口手术治
疗。

(齐鲁儿童健康大讲堂两周
一期，欢迎关注)

“双剑合璧”破解
小儿气管狭窄难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蒙
实习生 陈依萍 吴梦茹

“作为一名白衣战士，在没有
硝烟的战场上战斗，圆了我多年
的梦想，那就是为国家尽一份力
量！”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重症医学科二科副护士长邓
传耀在征文中传递了自己的心
声。

自4月28日正式启动“我的白
衣荣光·512护士节征文大赛”活
动以来，大赛组委会的邮箱每天

都能收到上百封投稿，5月20日投
稿截止，共计收到3289篇征文。

投稿人中，既有省内各大医
院在职的护理人员，也有热心读
者和高校学生，很多人投稿不止
一篇，足可见活动参与范围之广、
参与度之高。

此次征文大赛的投稿人中，
省内在职的护理工作者占了绝大
多数，他们从自己的真实经历出
发，用叙事文或诗歌等各种形式，
抒发了对护理职业的真情实感。
投稿征文中，有不少人追忆了自
己走上护理岗位的心路历程，记
录下与患者之前的温情和感动，

也有人抒发了对护理岗位的初心
和坚守。

目前，大赛进入评审环节，由
专业评委对征文进行评选。大赛
将评选出一等奖4名，二等奖6名，
三等奖20名。另外，还将评选出50
名最佳参与奖。

此次征文大赛，各地市卫生
健康委在组织投稿方面，也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地市投
稿量超过400篇。为此，大赛组委
会还将评选出六名最佳组织奖。
评选结果不日将在山东省卫健委
官网和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公布，
敬请关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小蒙 实习生 龚含章

家住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
许家湖镇快堡村的刘俊江今年
13岁，本该是无忧无虑的上学年
龄，可是因为一场大病，只能被

“禁锢”在病床上。
“以前是个小胖子，可是去

年底白血病复发，已经被疾病生
生折磨瘦了45斤。”说起孩子的
现状，刘玉武声音有些哽咽，因
为药物的缘故，孩子的脸部浮肿
得厉害，头发也已经掉光了。

噩梦从2015年开始，有一天
早上起床，小俊江发现自己的鼻
子一直在流血，一直到了中午，鼻
血都止不住。后来，孩子被确诊为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经过了十
几次的住院化疗、口服化疗，孩子
的病情逐渐稳定。2018年1月，小

俊江停药回家，也终于可以回到
学校了。“尽管背了很多外债，但
好歹孩子病情稳住了。”刘俊江本
来以为，终于可以重归平静幸福
的日子了，可病魔并没有放过这
个孩子。

2019年11月，小俊江的病又
复发了，与白血病的抗争再次开
始了。“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把
孩子的病治好！”经过辗转治疗，
俊江的病情稳定了下来。后来，
小俊江成功地回输了妈妈的造
血干细胞和外周血。

可就在小俊江骨髓移植后
的第十天，他开始发烧并出现血
氧低、血压高、皮肤大面积感染，
同时，败血症和肺部大面积真菌
感染向小俊江袭来。由于已经无
法承担舱内的治疗费用，一个月
前，孩子只能匆匆出舱。

为给孩子治病，一家人已经

花了接近140万。小俊江78岁高
龄的奶奶，因病需要常年用药，
孩子姥爷患有糖尿病，刚刚做完
腰椎手术卧床而需要人照顾。

“疫情期间，我们基本赚不到什
么钱。可是孩子一天的住院和吃
药的费用就要接近2万。排异期
如果成功结束，后期也还需要30
万。”为了给孩子筹钱治疗，一家
人愁得食不下咽。

为了帮助突遭大病的家庭，
齐鲁晚报联合水滴筹等公益组
织设立了齐鲁个人大病求助平
台。有需要的大病患者家庭可通
过平台寻求帮助，也可通过平台
向有需要的家庭伸出援手。

如果您愿意向这些家庭伸
出援手，可以扫描二维码查看详
情，并献出您的爱心。如果您也
有类似求助需求，也可拨打平台
热线咨询。

战病魔6年花费近140万

白血病复发，13岁孩子狂瘦45斤
“爸爸我什么时候可以

回去上学啊？还能赶上学校
的期末考试吗？”躺在床上输
着液的刘俊江，满眼期盼地
问着爸爸刘玉武，13岁本该
是无忧无虑上学的年纪，可
是小俊江已经和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抗争了近6年。

共收到3289篇征文

“我的白衣荣光”征文大赛启动评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焦守广

5月28日上午9点，田华、高建
华、赵玉莲等齐鲁晚报中医读者体
验团首期体验成员准时来到新阳
光国医馆，“之前在齐鲁壹点上看
到咱们这个活动后，就报上了名，
过来体验体验。”

馆长赵家勇首先带领大家参
观了解了医馆的环境和发展历史，
当看到坐诊的有全国名老中医和
三甲医院退休专家，了解到新阳光
国医馆成立于1992年，已经有28年
的发展历史的时候，成员们惊讶不
已。据了解，济南市新阳光国医馆
不仅发展历史悠久，而且有着丰富
的名老中医专家资源。

对于中医，市民贾星来也有着
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近几年人们越
来越认识到中医的重要性，从养生
到治病，他认为中医大有可为。另
外，他认为市民不可盲目乱用中
药，有些人从网上看到哪个药好就
去买哪个药，比如有人买来黄芪炖
鸡，可你又不是医生，吃多吃少不
知道，反而可能带来副作用。所以，

他认为中医药虽好，但最好在专家
的指导下去用。

参观了解完医馆的情况后，原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系妇科教研
室主任兼附属医院妇科主任国培
教授又为大家讲解了老年妇科病
的预防和治疗。讲座结束后，大家
围着国培教授，纷纷提问。

“能治标又能治本，我是打心
底喜欢中医。”今年53岁的赵玉莲
在图书馆工作，去年9月份开始接

触并喜欢上了中医，她自学经络和
基础理论，后来系统学习了足底循
环和手针、耳针等，成了半个“中医
通”。“特别是今天又听了国培教授
的精彩讲解，我又学到了很多中医
妇科知识，收获颇多！希望齐鲁晚
报多多举办这样的中医活动，让我
们这些中医爱好者有更多的机会
去了解中医，探索中医。”

讲座结束后，医馆安排专家为
体验员免费切脉听诊。体验员们同

时也纷纷体验了一把中医外治疗
法——— 耳穴压豆。医馆医生用镊子
将药豆放置耳穴处，贴紧并稍加压
力，通过揉、按、捏、压，使其产生
酸、麻、胀、痛等刺激感应。据了解，
像这样在耳朵上贴“小豆豆”就是
传统中医的耳穴疗法，不止可以治
疗失眠，还可以治疗头痛、三叉神
经痛、肋间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等
神经性疼痛，以及各种炎症和一些
过敏性疾病。

耳朵贴“小豆豆”能治病？神奇！
16名中医读者体验员体验传统中医疗法

5月28日上午，
齐鲁晚报中医读者
体验团首期开团，16
名体验员在记者带
领下，来到济南市新
阳光国医馆，深度了
解了这家医馆的发
展历史和技术特色，
在学习中医知识的
同时，也体验了一把
中医外治疗法———
耳穴压豆。

生病前的刘俊江 扫码献爱心

为了让更多读者能够了解中
医，感受中医文化的魅力，齐鲁晚
报成立“中医读者体验团”，邀请
中医爱好者，对中医感兴趣的读
者加入，近距离了解我们博大精
深的中医文化。加入中医体验团
的成员，将不定期走进医院中医
科或中医馆，近距离了解接触中
医，来一场中医研学游；聆听中医
专家的科普讲座，掌握权威中医
知识，补一堂中医专业课。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将不定期发起中医
读者体验团话题，拥有自己的“中
医线上沙龙”，体验员可在线上随
时提问，问题可得到权威专家解
答。

体验团将不定期开团。想跟
随齐鲁晚报记者参加体验的市民
朋友，可加微信337170880报名。

中医读者体验团

等你来加入

扫码加入

中医读者体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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