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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黑色瑜伽服，优美的身姿做
出一个个高难度的瑜伽体式，在黑白
影像之中展现着力与美……这是市城
中区潭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卫科护
士黄荟瑾近日在朋友圈晒出的一组黑
白“瑜伽照”。

工作中，黄荟瑾是上门为社区居民
提供慢病管理服务的“健康守门人”。
下班后，黄荟瑾还是个瑜伽、肚皮舞、
潜水样样行的95后“宝藏女孩”。

于黄荟瑾而言，“工作之中，要将
所有热情悉数奉献给护理事业，工作
之余，也要在时光之中一点一滴打磨
自己。把坚韧留给工作，也要把温柔
留给自己，让生活皆是灿烂！”

2013年起，黄荟瑾出于兴趣开始
练习瑜伽并坚持至今。2017年，她还
考取了国际注册高级瑜伽导师证书。
在她看来，学习瑜伽不仅能舒缓自己
的工作压力，还能为社区居民的健康
助力。“我经常运用瑜伽知识指导社区
居民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防止他
们在运动时出现运动损伤。”

2019年，黄荟瑾的业余兴趣清单
中增加了肚皮舞。今年 4月，闲不住
的她又利用闲暇时间学习自由潜。“学
习潜水一来是为了挑战自己，二来也
是希望掌握这门技能后，能在危急时
刻伸出援手，救助需要帮助的人。”黄
荟瑾说。

全媒体记者 宋美玲 报道摄影

反复“吧唧嘴”竟然也是病？记者从广西脑科医院获
悉，近日，该院收治了一名患上“怪病”的16岁少年小李
（化名）。小李时常突然愣神并重复“吧唧嘴”的动作。回
过神后却对自己“吧唧嘴”的举动和此前发生的事情全然
不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李的病还要从十年前说起。接诊医生了解到，十年
前，6岁的小李便出现了愣神、“吧唧嘴”和短暂失忆的症
状。小李在家人陪同下走访了多家医院，最终被确诊为癫
痫。为了治疗小李的疾病，其家人在十年间没少求医问
药。“只要听说有能治好这病的方法都去试了个遍，他也
是受尽了各种苦，却没有任何效果。”小李家人无奈地说。

治疗不见起色，小李的病情愈发不容乐观。十年来，
他“吧唧嘴”的频率逐渐增加，从每周多次发展至最多一
天数十次，发病时间也延长了。不仅如此，小李还出现了
意识不清、四处乱走的症状。受到疾病困扰，小李不得不
休学在家，小李一家的生活也因此乱作一团。所幸，小李
的家人并未放弃治疗的希望。近日，小李及其家人来到广
西脑科医院神经外科求助。

了解小李的病情后，医生决定用癫痫病的“照妖
镜”——视频脑电图综合分析各种临床症状、发病规律及
发病期脑电图，找出引起小李癫痫发作的致痫灶。小李的
脑电结果出来后，医院神经内、外科，神经心理科、影像
科、麻醉手术科及电生理等多学科联合会诊，最终确定了
小李的病灶部位——右侧颞叶及其内侧结构。

找出病灶仅仅是治病的第一步。对医务人员来说，为颞
叶癫痫患者进行手术，最大的难点是既要把癫痫灶完整切除
干净，又要最大限度保护患者大脑功能。手术当日，医院脑
医神经外科团队及麻醉手术科团队共同协作，通过“探雷
针”一样的皮层电极，为小李的大脑做了精确的术中脑电图
定位，确定其大脑异常发电导致癫痫发作的区域后，小心翼
翼地对较大区域的异常放电组织进行了手术切除。

经过近4小时的“精雕细琢”，小李脑中的异常放电区
域被切除，手术顺利完成。术后，小李各项生命体征正
常，神志清醒、说话利索，四肢也活动自如。术后两周多
的复查视频脑电图显示，小李的脑部不再有癫痫放电。这
名被癫痫困扰十年之久的少年，终于翻开了人生新篇章。

广西脑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国成介绍，癫痫
患者如接受规范、合理的抗癫痫药物治疗，约70%的患者
可以控制癫痫发病。剩余约30%的癫痫患者的发病是由脑
内异常病变引起的，为药物难治性癫痫。此类患者经过细
致的影像学、脑电图等术前评估，进行病变的切除性手术
后也可取得良好的癫痫控制效果。癫痫患者及家属切勿丢
失攻克顽疾、重拾健康的信心。 全媒体记者 宋美玲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范桢、通讯员王丽玲）“我是
孕妇，现在羊水破了怎么办？”“你先不要走动，平躺着，
臀部下面垫一个枕头，我们派救护车过去。”……日前，
市120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名孕妇的求助电话，调度员的
冷静指导，为其提供了帮助。

4月 26日清晨 5时 26分，这通紧急呼救电话在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的调度大厅响起，调度员何江平询问孕妇具
体住址等详细信息，即刻调派市妇幼保健院柳东分院的
120医护人员赶往现场。

当时，这名怀孕39周多的孕妇独自在家，身边没有家
属，在120医护人员到达前，何江平通过电话不断鼓励她，帮
其平复紧张的情绪。“深呼吸，放松，有我们在，别害怕。”调
度员一边安抚孕妇，一边不断确认救护车在路上的位置。

不久后，救护车到达现场，直到确认医护人员来到孕妇
身边，何江平才挂断电话。现场医护人员为孕妇做了初步检
查，随后将其送到医院。目前，孕妇已经顺利生下宝宝。

那么，孕妇羊水破了应该如何紧急处理？市 120急救
指挥中心医护人员为孕妇答疑。发现羊水破了之后需要马
上平躺，垫高臀部，保持臀部高头部低的姿势。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告知详细家庭住址。如家中有车的，家属
也可把孕妇抬到车上，保持平躺，家人自行开车去医院。
另外，家人需提前准备好生产前物品。

值得提醒的是，准妈妈羊水破了之后不能洗澡，因为
站立洗澡可能会加速羊水流出，泡澡则会导致细菌逆行入
宫腔，增加胎儿宫腔内感染的风险。因此，如果发现羊水
破了，可以垫上干净的卫生巾或者棉垫，防止感染。

5月10日至11日，市红十字会在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接到无偿献血活动通知的
后，学校大学生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主动担当，在
大雨中做好志愿服务工作，为前来献血的同学发放宣传折
页、讲解献血知识，同时耐心指导他们进行填表 （见上
图），为正在献血的同学倒水，贴心做好服务工作。

“今天来献血的同学都很热情，从早上到现在，四辆
献血车前一直排着长队。”学校大学生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负责人说道。

大雨没能浇灭同学们献血的热情。在献血现场，他们
踊跃报名，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有序排起长队，填表、登
记、体检、献血……同学们撸起袖子献出自己的青春热
血。当天，该校共550人参与无偿献血，共献血187200毫
升。 本报通讯员 潘献梅 报道摄影

日报消息（通讯员肖权、黄庆
庆）“丁零零……”近日凌晨，一阵
急促的电话声打破了市红十字会医
院 （市眼科医院） 总值班室深夜的
寂静。值班工作人员黄希接到一名
来自贺州的年轻妈妈打来的紧急求
助电话。“1岁 3个月的儿子小杰被
笔误伤眼睛，但当地医疗条件有
限，想到柳州市的三级眼科医院就
诊，现正连夜驱车前往……”电话
那头，求助者焦急地诉说着。黄希
一边安抚焦急的患儿妈妈，一边联
系医院眼科四病区 （眼外伤病区）
副主任雷蔚。

雷蔚了解到，患儿小杰在与哥
哥玩耍时不慎被笔尖刺伤右眼。当
时小杰右眼有少量流血，受伤后不
愿配合睁眼，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

“右眼球破裂伤”。职业敏感性让雷
蔚迅速作出判断，要保住患儿眼
球，必须尽快手术。他通过电话及
时告知家属不要再给小杰喂食，以

免影响麻醉延误手术。与此同时，
医院总值班启动多科室应急联动机
制——病区做好接收患儿准备；放
射科、功能科、检验科做好相应辅
助检查准备；麻醉科做好术前麻醉
准备；手术室做好手术器械及设备
的准备……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
救援开始了！

经过一路奔波，小杰一家终于
顺利到达市红十字会医院，急诊科
立即开通绿色通道，让小杰顺利入
住眼科四病区。雷蔚和主管副主任
医师刘锦魁立即为患儿检查，排除
了其眼内存在异物的可能，初步诊
断为“右眼球破裂伤合并右眼外伤
性白内障”。因小杰年龄较小，不能
配合完成术前检查，刘锦魁和手术
室麻醉科迅速形成统一意见，先为
小杰进行全身麻醉，再送其到相应
科室进行各项术前检查。

在功能科、放射科、检验科和
手术室麻醉科的通力配合下，小杰

顺利完成所有术前检查进入手术
室。在手术室麻醉科的配合下，雷
蔚顺利为小杰进行了“右眼球裂伤
缝合术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
术”，手术缝合了小杰裂伤的角膜，
并吸出了混浊的晶体，重建了小杰
的前房。

雷蔚介绍，及时的手术和术后
抗感染治疗成功保住了小杰的眼
球，为今后小杰进行二期手术植入
人工晶体、提高视力创造了条件。
此外，雷蔚提醒广大家长，儿童眼
外伤是儿童眼科的常见病，也是最
容易留下后遗症的。1岁至3岁的孩
子表达能力较弱，无法说出真实感
受，家长们一定要多多注意孩子的
眼健康。部分眼球钝挫伤难以观察
到明显异常，容易贻误诊治，甚至
造成外伤性青光眼、黄斑出血等病
变。所以，一旦发现孩子有眼睛钝
挫伤的可能，家长应及时送孩子前
往正规医院眼科就诊。

青春热血 你我同行

“怪病少年”翻开人生新篇章
——广西脑科医院救治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小记

给120打一个电话就稳了
孕妇羊水破了很急！

市红十字会医院多学科应急联动保住患儿眼球

贺州1岁男童眼睛被笔尖刺伤

——走近我市护理工作者别样精彩的另一面

“南丁格尔”们的多彩人生

雷蔚为患儿进行手术雷蔚为患儿进行手术。。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周菲秀周菲秀 摄摄

说起“护士”这个词，您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是身着防护服在抗疫一线忙碌的身影？是给您打针时格外认真严谨
的表情？是紧盯生命监护仪的那双眼睛？还是病床旁随叫随到的陪伴和守护？如此种种，诚然是出现在护士工作日常中的画
面。但如果您认为这些是护理工作者生活的全部，那您就错了。

穿上白衣是“天使”，脱下制服的她们，有的考取了5种职业证书，有的是书法能手，有的是“瑜伽达人”……在第111个
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记者走进龙城护士们工作之外的生活，用镜头记录她们别样多彩的美丽人生。

保健按摩师、美容师、育婴师、
养老护理员、收纳整理顾问，这些各
不相同的职业称号后，都能无缝衔接
上广西胸科医院急诊医学科护士余宁
冬的名字。

今年 32岁的余宁冬不仅是一名护
士，还是自考5种职业证书的“跨界达
人”。余宁冬说，在工作中，自己是救
死扶伤的护士，在生活中，自己也扮
演着女儿、妻子和妈妈的角色。因
此，她也萌生了学习相关职业技能，
更好地关爱亲人的想法。

要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不
断学习、充实自我并非易事，但余宁
冬却乐在其中。对她来说，丰富业余
生活是给自己的精神世界“充电”的

过程。在业余时间把“电量”充满，
在换上白衣时，她会更加自信，不断
释放正能量照亮身边的人，更好地服
务患者。“像是考取育婴师证，掌握了
专业的育婴知识后，在感染科病区服
务艾滋病患者时，就能够给他们生育
和照顾下一代提供更多建议，给他们
更多帮助。”余宁冬说。

“‘生活的意义在于拓展，而不
是固守。’这是我喜欢的一名央视主持
人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对我影响很
深。”余宁冬告诉记者，未来她还会坚
持终身学习，扩展自己生命的广度。

“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考取世界卫生组织
认可的无国界护士证，为更多需要护
理指导建议的患者提供无国界的线上
免费咨询服务。”

“太棒了，你是很善良的女孩。”
“人美字好！”这些评价，是网友们在
苏依妮的社交分享账号下的留言。

苏依妮是市工人医院妇产科的一
名95后护士，目前在医院核酸采样点
支援采样工作。2020年，她报名网络
课程学习书法，练习小楷字。起初，
提笔练字只为了让业余生活更加丰
富。让苏依妮没想到的是，如今，写
字成了她助力公益慈善的一种方式。

2021年 9月，苏依妮迎来了自己
的婚礼。为了让婚礼更有意义，她用
毛笔亲手书写婚书和喜帖。一封封独
一无二、字迹娟秀的喜帖得到了亲朋
好友的一致好评。随后，她便在网络

社交平台“晒”出手写喜帖，分享喜
悦。她娟秀工整的字迹受到不少网友
喜爱，也有网友希望向她支付一定的
报酬，由她代写订制喜帖。“既然手写
喜帖得到了不错的反馈，我就在想能
不能让这件事变得更有意义？后来我
决定，把代写得到的酬劳捐献给公益
慈善项目，用自己的力量传达善意，
用自己的方式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苏依妮说。

目前，苏依妮将业余时间寄予笔
墨书香，并通过互联网平台陆续向

“免费午餐”“残疾儿童助养”等公益
慈善项目捐赠善款，用爱和温暖为自
己和他人的生活添彩。

代写请柬积攒善款助力公益项目
妇产科护士苏依妮：

“5证在手”终身学习不断充实自我
急诊医学科护士余宁冬：

瑜伽、潜水样样行的“宝藏女孩”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士黄荟瑾：

工作中的余宁冬工作中的余宁冬

““55证在手证在手””的余宁冬的余宁冬

苏依妮在核酸采样点采样苏依妮在核酸采样点采样

苏依妮与自己的部分书法作品合影苏依妮与自己的部分书法作品合影

工作中的黄荟瑾工作中的黄荟瑾

黄荟瑾练习椅子瑜伽黄荟瑾练习椅子瑜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