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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学者， 是医学行家，
是风范严明的谦谦君子。” 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
院眼、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
蒋宏评价张晨明 ： “这么多
年， 第一次碰到这么好的帮扶
专家。”

张晨明， 济南市第二人民
医院眼表疾病科副主任、 医学
博士、 副主任医师， 拥有发明
专利 8 项 ， 是名副其实的专
家。 2020 年 5 月 13 日， 张晨
明主动请缨来到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开展为期
半年的结对帮扶， 来到耳鼻喉
科第一句话便是： “相信我这
次来湘西将不虚此行， 将成为
今后事业中的宝贵经验和财
富 。 ” 在 4 个多月的时间里 ，
张晨明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
的帮扶誓言。

务实的帮扶人
“既然来帮扶， 就不要留

余力， 以现在帮扶科室为家，
想出路 、 强技术 、 谋发展 。 ”
张晨明说干就干。 刚到医院，
耳鼻喉科科室只有两位医生，
其中一位还在外地进修学习。
科室仪器设备简陋， 近 3 年来
每年开展的眼科手术量和眼科
门诊人次都屈指可数。

来科室第二天， 张晨明将
一份详细的资料放在了眼、 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蒋宏的面
前， 提交了开展眼科日常业务
所必须补充的仪器设备、 耗材
和药品， 同时规划重新布局了
眼科门诊， 撰写了眼科半年工
作计划和 1 年及 3 年眼科发展
计划， 力争做到 “半年补齐，
1 年成型， 3~5 年规模化， 立
足湘西， 做区域性眼科中心。”
张晨明的规划得到了院领导的
肯定和科室的支持 ， 张晨明
“更来劲” 了。 他主动开展科
室学习讲座， 让科室人员对医
院眼科的发展看到了希望， 增
强了信心。

群众的贴心人，
护眼的健康使者
张晨明对工作十分热诚 。

短短一个多月中， 他利用周末
休息时间先后到湘西州保靖县
葫芦镇中心卫生院、 昂洞卫生
院， 古丈县岩头寨镇中心卫生
院等偏远山区义诊， 已为数 10
名眼病患者实施手术。

6 月 6 日是第 25 个 “全国
爱眼日”， 张晨明带领济南结
对帮扶医疗队队员沿着陡峭的
盘山公路行车 3 小时到湘西自
治州昂洞镇， 参加医院 “视觉
2020， 关注普遍眼健康” 为主
题的义诊宣传活动。 在现场，
医护人员免费为孤寡老人和留
守儿童进行眼病检查、 检测视

力。 并向老人们宣传如何预防
青光眼、 白内障等眼疾病的发
生， 以及爱眼护眼的方法， 指
导老人和孩子们日常生活中多
食用有益眼睛的食品。

7 月 4 日， 张晨明又参加
了该院在古丈县岩头寨中心卫
生院开展的 “关心百姓健康”
义诊活动。 岩头寨是古丈县一
个较为偏僻的村寨 ， 道路崎
岖， 医疗服务水平低， 群众的
健康水平不高， 健康意识比较
淡薄。 历经 2 个小时的车程 ，
张晨明下车后立即投入紧张的
工作中： 量血压、 测血糖、 测
视力 ， 眼底检查 ， 白内障筛
查， 详细询问病史， 耐心为患
者诊疗， 为当地 100 多名眼科
患者进行检查 ， 预约了 30 多
名白内障患者到医院免费进行
白内障手术……

张晨明是个用心的医务工
作者， 在医院帮扶的这段时间
里， 帮助医院开设了新眼科门
诊， 专门治疗 “干眼病”， 每
天前来看诊的患者络绎不绝。

“我是一名眼科医生， 我
的目标是让那些长期被眼疾缠
身的群众早日康复， 拥有一双
健康的眼睛， 守护好心灵的窗
口。” 张晨明说， 一定会利用
好这段帮扶时间， 造福更多的
湘西眼病患者。

本报通讯员 刘让定 向纯

�������10 月 9 日，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
院以青年党员为主的志愿者团队在长
沙市晓园公园开展“文明潇湘、 爱卫
同行、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及“监
管科学 创新强国 用药安全 伴你同行”
志愿者活动， 针对当前疫情特邀检验
部门专家现场对口罩检验知识及购买
使用的注意事项进行展示， 并向群众
免费派送常备药物， 讲解用药安全常
识、 辨别真假及优劣药物的小知识等。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陈得雨 邱婧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杨玲肖蓓
谭鑫） 月龄 40 天的恩恩宝宝，
因咳嗽、 气促 3 天就诊于长沙
市第一医院儿科， 被诊断为呼
吸道合胞病毒肺炎。 恩恩因病
情危重入住了监护室， 给予呼
吸机辅助通气、 纤支镜肺泡灌
洗等治疗后， 近日康复出院。

该院儿科中心主任王香云
介绍， 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引起
病毒性肺炎最常见的病原之一，

多发生在冬春季节， 主要多见
于婴幼儿， 尤其是 1 岁以下的
婴儿。 可以导致呼吸衰竭、 心
力衰竭等严重的并发症。

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的典
型症状包括发热、 咳嗽、 呼吸
急促、 喘息， 有些小宝宝还可
以出现厌食表现。 呼吸急促判
断的标准为： 小于 2 月龄， 呼
吸超过 60 次/分； 2～12 月龄，
呼吸超过 50 次/分 ； 1～5 岁 ，

呼吸超过 40 次/分。 王香云提
醒， 家长可以在宝宝安静时把
手轻轻放在其肚子上， 感触或
观察腹部的起伏， 数一分钟，
腹部起伏多少次就是宝宝呼吸
的频率。

轻症肺炎患儿可以在门诊
治疗， 但是年龄小于 3 个月小
婴儿或出现青紫、 呼吸困难、
明显气促、 呻吟、 拒食或脱水
患儿， 需住院治疗。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安妮） 近日， 湖南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门诊接诊了一个因
咳嗽就诊的 7 岁小女孩， 但该院儿科主治医师
龙海旭发现孩子已经有乳房发育。 家长起初并
不在意， 在龙海旭反复强调下查乳腺彩超， 发
现小女孩已经有乳腺组织发育， 盆腔彩超已有
多个卵泡， 性激素检查也有变化， 骨龄提前 2
年， 诊断为儿童性早熟。

性早熟是指男童在 9 岁前、 女童在 8 岁前
呈现第二性征。 具体指女孩在 8 岁前出现乳房
发育， 并且伴随小阴唇变大着色、 阴毛出现，
10 岁以前月经初潮等。 男孩在 9 岁前出现睾
丸增大， 逐渐出现阴茎增大， 阴毛出现， 声音
变粗， 并出现喉结胡须等。 男女孩均有生长加
速、 骨成熟度加速、 生长提前停止等。

要避免性早熟的发生， 龙海旭建议儿童应
食用应季瓜果蔬菜 （香蕉、 苹果、 柚子、 厚皮
雪梨及当季蔬菜等）， 拒绝反季节或温性蔬果
（如桂圆、 荔枝、 榴莲、 芒果、 红毛丹、 菠萝；
冬季大棚培育白籽西瓜。）

本报讯 （通讯员 马波 万健） 株洲市茶陵
县 65 岁的陈先生 2 个月前出现上腹部隐痛情
况， 之后的两个月里陈先生反复腹痛， 并出现
身上皮肤、 眼睛巩膜发黄的症状， 同时解小便
尿的颜色也比之前黄很多， 陈先生这才来到株
洲市中心医院接受检查。 该院肝胆胰脾中心主
任医师冯斌通过详细检查考虑陈先生患胰腺肿
瘤的可能性大， 并且不排除有胰腺癌的可能，
于是建议陈先生住院进一步诊治。

入院后做了腹部增强 CT 及肝胆胰脾 MRI
提示胰头钩突占位性病变， 胰腺神经内分泌瘤鉴
别于胰腺癌或肿块型胰腺炎， 同时发现胆红素进
行性升高， 肿瘤标志物 CA199 升高， 经肝胆胰
脾中心各专家仔细讨论后， 诊断考虑陈先生患胰
头癌可能性较大， 专家们一起为陈先生制定了详
细的手术方案， 决定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手术。 冯
斌团队采用了 “陈氏胰肠吻合技术”， 经过长达
6小时的手术顺利完成了胰十二指肠切除。

术后， 陈先生恢复迅速， 未出现任何并发
症， 轻松出院。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楚伊） 近日， 44 岁的
杨先生来到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就诊， 一路上头
疼难忍， 脸胀得通红。 该院副院长、 青光眼科
专家段宣初教授检查发现， 其眼压竟高达 80
毫米汞柱， 是正常眼压的 4 倍以上， 临床实属
罕见。 段宣初诊断， 杨先生是由于晶体脱位引
起的继发性青光眼。 经过住院治疗， 目前， 杨
先生的眼压已降至正常。

杨先生说， 他在前几天不小心碰撞到眼
睛， 之后感觉头部隐隐疼痛， 但他没想到头疼
与眼睛受伤有关， 没有引起重视。 直到碰伤的
右眼完全充血， 视物模糊， 头部剧烈疼痛才匆
忙就医。 经过一系列治疗， 杨先生的眼压降到
了正常值， 视力也有 0.8， 可以暂时保守治疗，
不需要进行手术。

“外伤性晶状体脱位是由钝伤引起的晶状体
全悬韧带断裂所致， 可导致严重的视力障碍。” 段
宣初提醒， 一旦眼睛受到外伤， 出现视物模糊、
眼睛充血等现象， 应及时到专业的眼科医院就诊。

播散“光明”的帮扶专家
———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帮扶眼科专家张晨明

药检专家教您“辨”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