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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广西科技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进行手术
治疗的 32 岁患者王女士终于
顺利出院了，不同于入院时她
满是愁容的神情，在出院那
天，她昂首挺胸精神抖擞，脸

上挂满笑容，这让该科的医护
人员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据悉，王女士来自来宾市
金秀瑶族自治县，当时她是经
朋友介绍来广西科技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治疗已经困扰了她

很久的乳腺癌病症。
“目前，手术治疗仍是针

对乳腺癌最广泛使用的治疗手
段。但无论是保乳手术还是根
治性手术，都有可能导致乳房
出 现 不 同 程 度 的 缺 失 和 畸
形。”该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
师黄临凌说，王女士来到该
科办理入院手续准备进行手
术那天，情绪十分低落，对
待各项检查和问诊都不是很配
合。

“毕竟乳房是女性的象
征，进行手术治疗，乳腺癌患
者在承受肉体疼痛打击的同
时，还要承受失去乳房这一女
性象征的精神打击，后者对她
们而言，打击或许更大。”黄
临凌介绍，该科今年 10 月曾
顺利为一名女性患者开展了乳
腺癌全腺体切除术后一期腹腔
镜下带血管蒂网膜瓣乳房重建
术。术后一周时间，那名患者
就顺利出院了，并且对手术的
成功赞不绝口。

黄临凌表示，自己将那名

患者的手术情况告知王女士
后，王女士的治疗态度也由消
极转为积极，并当即表示自己
也希望能够进行乳房重建手
术。

得益于术前乳腺外科为王
女士制定的精密手术方案，术
中手术团队熟练操作，较好地
规避各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情
况，加上术后医护团队为王女
士提供了关怀备至的精心照
顾，术后仅一周时间，王女士
就顺利康复出院了。

黄临凌介绍，随着人们对
生活质量要求的日益提高，越
来越多的乳腺癌女性患者要求
术后实现乳房重建。

乳房重建方法很多，总
体上分自体组织重建、植入
物重建和两者联合重建 3 类。
其中自体组织重建是当前乳
腺癌术后一期乳房重建的主
流方法。常见的自体组织重
建方法有背阔肌肌皮瓣乳房
重建、横行腹直肌肌皮瓣乳
房重建和腹壁下动静脉穿支

皮瓣乳房重建和大网膜乳房
重建等。

“相对其他自体重建方
法，我科成功开展的第一例乳
腺癌全腺体切除术后一期腹腔
镜下带血管蒂网膜瓣乳房重建
术拥有技术创伤小、手术操作
简易、并发症少且供区隐匿、
术后美容效果更佳等优势。”
黄临凌说，术后患者侧乳房外
观基本和原来一样，患者感到
满意。

黄临凌还提到，大网膜作
为自体组织的一种，在乳房体
积较小时，可以直接应用于乳
房重建，并具备柔软感，有助
于较快的术后恢复。另外，大
网膜丰富的血运使其具有较强
的吸收和抗炎功能，从而有可
能降低皮下血清肿的发生率，
且不会因为术后放射治疗而产
生萎缩。而当乳房体积较大、
单纯使用大网膜不足以填充乳
房缺损时，也可以采用大网膜
替代人工补片材料覆盖置入假
体完成乳房重建。 （小舟）

再造美丽让患者笑对生活
——小记广西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

乳腺外科团队为患者开展乳房重建手术。（受访者供图）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范桢报道摄
影） 冬季是用气、用电的高峰期，也是一
氧化碳中毒等安全事故易发期。天气转
冷，居民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11 月 8
日，鱼峰区麒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南
亚社区，向居民宣传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知
识。

现场，社区工作人员给居民发放安全
知识宣传资料，并开展有奖问答互动。

“常见的一氧化碳中毒原因有哪些？”“热
水器或灶具安装不规范，燃料燃烧不充
分，室内不通风，在停驶并开空调的密闭
车内停留时间过长。”……居民们踊跃参
与，学习相关知识，增强防范意识。

“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的，不易察
觉，一旦吸入一氧化碳，人体缺氧，就有
可能中毒。”麒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
梁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强调预防一氧化碳
中毒的重要性。他表示，一氧化碳中毒事
故发生后，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将
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的地方，并帮其松解
衣扣，保持呼吸道通畅，紧急拨打急救电
话120，等待医护人员的救助。

梁友提醒居民，哪怕天气冷，室内也
应经常开窗通风；要淘汰老式燃气热水
器，洗浴时开排气扇，洗浴时间不宜过
长；应在可能产生一氧化碳的地方安装一
氧化碳报警器。

说起肝病，不少人会首先想到甲肝、乙肝等疾病，殊
不知，2012年以来，我国戊肝发病率持续超过甲肝，居急
性病毒性肝炎之首，且戊型肝炎病毒对孕妇危害极大。为
普及肝病知识、提高育龄妇女的防病意识，市潭中人民医
院将于 11月 13日下午举办戊肝科普宣传讲座，同时开放
戊肝疫苗预约接种。

市潭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吴维光博士介绍，妊娠期
妇女感染戊肝，会引发流产、早产、死胎、死产及胎儿宫
内窘迫、新生儿窒息等危险。妊娠中晚期感染戊肝的孕妇
病死率高达 20%-39%。戊肝还可经母婴垂直传播，可能
导致新生儿感染戊肝病毒，对胎儿及新生儿也有严重危
害，不得不防。育龄期妇女在备孕前 6 个月接种戊肝疫
苗，可获得保护性抗体，有效避免戊肝病毒的感染。

想了解更多戊肝知识，市民可于 11月 13日下午 3时
移步市潭中人民医院门诊楼4楼。 （宋美玲）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周仟仟报道摄影）当车站有人
突发意外，是否能及时找到急救箱？是否有人会应急救护
技能，出手救助？8日下午，为助力健康广西、健康柳州
建设，市红十字会为我市交通运输部门配置 10个医疗急
救箱，提升急救水平。

据悉，此次配置的医疗急救箱中有碘伏棉棒、创可
贴、止血带、夹板、体温计等常用的急救物品。这 10个
医疗急救箱将被投放到我市各重要交通枢纽及柳州轨道集
团恒达巴士公司等，为市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还将组织红十字
应急救护师资志愿者，对我市交通枢纽的相关人员开展应
急救助技能培训，确保他们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范桢） 网购热潮来袭，你收到
包裹了吗？日前，广西疾控中心发出温馨提示，收快递也
要做好个人防护。

如何安全收快递？广西疾控中心提醒，收快递应先做
好个人防护，佩戴口罩、一次性手套，建议准备 75%乙醇

（酒精）、医用消毒湿巾等。若需当面签收快递应自带签字
笔。收快递时，避开取件高峰，推荐通过快递柜收取快
递，尽量扫码取件，避免人员面对面接触。取到包裹后，
可对包裹外包装用酒精、消毒湿巾等进行消毒，再把包裹
外包装拆开按生活垃圾分类丢弃。取包裹全过程避免用手
触摸口、眼、鼻。脱去一次性手套后，双手要在流动的清
水下用洗手液 （肥皂） 清洗，或者用快速手消毒剂消毒。

同时，公众应密切关注国内疫情信息变化，留意涉疫
货物流向，保持高度防护意识。如收到涉疫快递包裹，公
众应及时报告所属乡镇 （街道）、疾控部门、工作单位
等，并将包裹物品封存不动，积极配合做好消毒、筛查、
检测等防疫措施。如发现发热、咳嗽、腹泻、乏力等不适
症状，要佩戴好医用外科口罩，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及时到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就诊时要主动告知医生有接触
过快递。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宋美玲）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
委发布通知，通报表扬 2019-2020年度全国 300个血站系
统表现突出采血班组。广西血液中心采血一科第二采血组
榜上有名，成为全国血站系统学习借鉴的榜样。

据了解， 广西血液中心采血一科第二采血组由 6名
医护人员和两名采血车司机组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
然暴发，无偿献血采血量急剧下降。该采血组创新无偿献
血宣传形式，把献血知识政策、流程、注意事项及采血活
动安排融入微信小程序，并自学创作H5、抖音短视频进
行宣传。

在市区采血量持续走低、血液库存频繁告急的情况
下，该采血组成员奔走于我市多个偏远乡镇开展采血活
动，主动联络乡镇政府、村委、乡镇卫生院宣传献血知
识，成功拓展多个乡镇一级的采血点，打通了我市无偿献
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使我市全血采集逐步形成横到
边、纵到底的格局。据统计，2020年该采血组自主联系组
织团体献血16次，为保障我市血液库存贡献了力量。

4日下午，柳北区石碑坪镇古木村
卫生室的村医张唐象在石碑坪镇卫生
院胸痛微信群上传了一张心电图，打
破了群里的宁静。

这张心电图是一名在古木村卫生
室就诊的患者的，其因胸闷且伴有压
榨感而到该村卫生室就诊。村医张唐
象立即让他躺下，进行心电图检查。
心电图出来了，张唐象知道病情危
重，但难以作出太专业诊断，于是将
心电图上传至胸痛微信群，向专家求
助。

当时，正在石碑坪镇大滩村开展
公共卫生服务的石碑坪镇卫生院急诊

科医生张斌及护士长罗碧娟看到心电
图后，立即判断出患者属于典型的急
性下壁心肌梗死，情况十分危急。他
们嘱咐村医监护患者生命体征，让他
卧床休息，立即服用双抗负荷量药
物。同时将心电图资料上传至医联体
市中医医院胸痛中心微信群，让该院
做好接诊准备。随后两人立即赶往古
木村查看患者情况。

时间就是生命！石碑坪镇卫生院
急诊科值班人员接通知后，立即做好
出诊准备，同时向市 120 急救中心报
告。

下午 5时许，石碑坪镇卫生院 120

救护车赶到现场，医护人员对患者采
取了急救措施，暂时稳住病情。在征
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直接送往市中
医医院救治。

市中医医院胸痛中心接报告后马
上启动导管室。石碑坪镇卫生院 120救
护车下午 5 时 55 分到达市中医医院
后，患者直接被送进导管室，实施介
入手术。由于手术非常成功，患者很
快脱离了生命危险。

从石碑坪镇卫生院救护车出诊，
再到市中医医院导管室疏通患者心血
管，整个过程仅用时 1小时 20分，为
患者的心肌再灌注治疗争取了宝贵的
时间。市中医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是该院将胸痛救治“高速公路”通
过“三一”医联体胸痛救治单元延伸
到村屯并成功救治急危重症患者的一
个病例。为确保卫生院辖区的患者在
发病的最短时间内能得到最有效的诊
疗，最大限度缩短胸痛患者心肌缺血
总时间，市中医医院还帮助石碑坪镇
卫生院获得全国胸痛中心 2021年首批
胸痛救治单元认证。

今年 10月以来，在市中医医院党
委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中，医联体石碑坪镇卫
生院党支部开展了“推进健康入户，助
力乡村振兴”活动，为辖区的古木村、
大仙村、古城村卫生室配备了心电图
机，制作了胸痛诊治流程图，对村医进
行培训，将规范化胸痛诊治模式融入村
卫生室的诊疗工作当中，为辖区村民
群众的生命安全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本报通讯员 李媛 报道摄影

为市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

收快递也要做好个人防护

市潭中人民医院将举办戊肝科普讲座

国家卫健委通报表扬全国优秀采血班组

广西血液中心榜上有名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者吴
祉婧） 昨日记者
从广西科技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获
悉 ， 自 11 月
起，该院多个科
室增加“周末门
诊”服务，以进
一步满足辖区群
众周末看诊的需
求。

该院门诊部
主 任 廖 志 文 介
绍，在此之前该
院仅在内科、外
科、妇科以及儿
科开设了“周末
门诊”服务，可
满足部分患者周
末就诊的需求。

“在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中，我们发
现许多群众因工
作日要上班、上
学等，很难抽空
到院就诊，等到

周末了，想看的科室却可能没有
开诊。”廖志文表示，医院一直秉
承“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宗
旨，紧贴群众就医需求，因此特
别增加了“周末门诊”。

从 11月起，该院的内科、外
科、乳腺外科、妇产科、儿科、
核医学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中医科、口腔科在周六、周日（上
午 8时至 12时，下午 3时至 6时）
均正常开诊，医学检验科、超声
科、医学影像科同步开诊。

天冷也要开窗通风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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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救治有了“高速公路”
——市中医医院成功救治一例急危重症患者侧记

医护人员对患者采取急救措施医护人员对患者采取急救措施，，暂时稳住病情暂时稳住病情。。

医生向居民宣传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知识医生向居民宣传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知识

配置医疗急救箱现场配置医疗急救箱现场

普及知识提高防病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