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忙中作乐 不忘初心

44版版
编辑：蔡郁生 电话：2805136 邮箱：mzkbsd@163.com
美编：谢绍俊 校对：陈建春

2018年
7月20日健康卫生·

7 月 13 日，市中医院举办福建黄氏蛇伤学术
流派传承工作室二级工作站授牌仪式暨福建黄氏
蛇伤学术流派传承培训班（宁德站）。

据了解，福建黄氏蛇伤学术流派以中医治疗
为主，是结合科研教学为一体的福建省蛇伤专科

“龙头”，诊疗水平在国内居前列，在业界享有盛
誉。

宁德各地部分山地内栖息着大量的毒蛇。其
中以烙铁头蛇和竹叶青蛇最常见，被咬伤的病人

大部分是靠山居住的居民及上山劳作的人们。
“假如已经被蛇咬了，就医时间就很关键了，

越早得到治疗，疗效就越好。我们加强蛇伤科建
设，以便更好地帮助患者。”市中医院副院长苏寅
介绍。市中医院蛇伤科成立于 2017 年，是集蛇伤
预防、救治、科研为一体的专业救治点，同时也是
福建省蛇伤救治中心、黄氏蛇伤学术流派全国工
作室的二级工作站。该专科沿用黄氏百年蛇伤救
治经验，采用中药内服、外熏，以“清、下、汗、消”为

治法，结合现代抗毒血清，中西医并重，疗效更
佳。此外，该专科还与省蛇伤救治中心建立双向
转诊及远程会诊模式，以求更好、更快地救治疑难
病重患者。蛇伤科成立以来，共收治毒蛇伤患者
76 例。不仅填补闽东地区蛇伤科的空白，还一改
以往闽东及周边地区蛇伤患者赶往省城治疗的历
史，为蛇伤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降低了病
残率、病死率。且医保患者在本地区救治，还可减
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一旦被蛇咬伤，第一时
间前往市中医院蛇伤科就诊。患者在不确定是何
种毒蛇的情况下，尽量将蛇带来就诊或保留影像
资料，以便有针对性地治疗。伤者可于伤后尽早
拨打蛇伤科就诊电话 ：0593-2825213，便于提早
准备中药及通知医师。 □ 钟苑

你所不知的夜班急诊科夜班急诊科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宁德市医院急诊科灯火通明，这个24小时不休息的科室，似乎与外界隔着一道

看不见的墙，假期、约会、娱乐……“急诊人”的词典里几乎没有这些词。而一部部救护车，一通通急救电话，又

将他们与城市紧紧相连，在生死之际，他们是“生”的守护者。

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性命相托的郑重、回天乏术的悲恸和绝处逢生的狂喜，这里是急诊科。

7 月 17 日下午 5 点，记者到达市医院
急诊科时，护士已经完成交接班，“急诊科
护士是三班倒，下午 4 点到零点，零点到早
上 8 点，早上 8 点到下午 4 点。”护士长黄珍
影介绍道，急诊科医生夜班则是下午 5 点
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

陈清军是急诊科出诊班医生，值一线
班时，他必须 24 小时在医院待命，只要接
到急救电话，5 分钟内必须上救护车。记
者见到他时，他刚完成省运会的医疗保障
工作回到科室，“昨天值了 24 小时的一线
班，今天 8 点就去省运会现场了。”陈清军
说，连续待班 48 小时，这样的工作节奏是
急诊科医护人员的常态。

当晚 6 点 51 分，陈清军正准备坐下喝
口汽水，口袋的手机就响了，急诊科护士通
知有急救电话——万达广场一名幼儿摔
伤，出血严重，那瓶刚打开的汽水被留在桌
上。6 点 53 分，陈清军和护士郑小玲已坐
上救护车。7 点整，救护车到达万达广场，
接上患者后，陈清军和郑小玲在车上查看
患者状态，给患者进行伤口包扎止血，询问
家属患者的受伤经过。

由于地处闹市又是下班时间，附近的
交通较为拥堵，在家属焦虑地催促下，救护
车司机陈师傅老练地驾车在车流间穿行，
不显慌张。同时，附近交警积极配合指挥
交通，让救护车顺利通行，7点 13分返回急
诊科。将具体受伤情况与外科急诊医生交
接清楚后，陈清军又回到待班室里，拿起那
瓶汽水，喝了一口。

已经当了 5 年的出诊班医生，让陈清
军最介怀的，是第一次出诊做心肺复苏急
救。急救的是一个触电的年轻人，当救护
车赶到现场时，年轻人已经超过半小时没
有生命迹象了，但是陈清军还是替他做了
心肺复苏。“当时旁边的村民为我们打伞遮
阳，拿着扇子扇风，有僧人在旁念经，所有
人都尽自己所能，希望能救回这个年轻人，
大家对我们充满信任，但是我真的回天乏
术。”在努力了 50 多分钟后，陈清军浑身都
被汗水湿透了，最终只能放弃，在宣布抢救
无效时，他始终不敢抬头直视周围对他充
满期待的目光，“无能为力，是我们最大的
遗憾，但医生不是神。”

当天值三线班的出诊班医生林久饶也
连续 48 小时待在医院了，趁着值三线班较
为清闲的时候，他在医院的健身房跑步，他
笑着说：“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更没有时间
去健身，好在我们医院有这个设备，急诊医
生也要注意身体呀。”

黄珍影是急诊科护士长，说话声音响亮，走路健步如飞，
科室里人来人往、人声嘈杂中，她总能第一时间理清思路，将
工作有条不紊地安排好。“这是 10多年工作的本能反应。”黄
珍影是一个 3 岁宝宝的妈妈，当了母亲后，她对自己的工作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见多了生离死别、人情冷暖，对生活的

希望反而越朴实，希望家人健康快乐。”
2015 年 9 月 16 日，黄珍影从产假返回工作岗位不久。

那天中午下班，她在11点55分到家，正准备拥抱一上午没有
见到的孩子，突然接到医院电话，菊池商厦的东湖幼儿园起
火，她必须第一时间返回蕉北院区急诊科。“火灾”“幼儿
园”……这些词汇在黄珍影的脑袋中“爆炸”，她顾不得自己
的孩子，急忙打车回医院。

“路上太堵了，我在出租车上心急如焚。”在距离医院 1
公里远的天后宫附近，黄珍影果断下车，朝医院跑去。到达
科室后，家属的喊声、孩子的哭声、救护车的笛声、媒体的“长
枪短炮”……让黄珍影这样经验丰富的护士都有些慌乱，但
她立即冷静下来，按轻重缓急安排患者的就诊顺序，紧急调
动其他科室的人手前来支援，安抚家属情绪。直到下午 4
点，急诊科才分流完所有受伤的患者，这期间，医护人员忙得
连一口水都没喝。

“急诊科忙起来的时候，就是有不幸发生的时候。”工作
了十多年，黄珍影也有点“迷信”，科室里的医护人员都不吃

“带鱼”，因为与英文“die”（死亡）同音，也不吃“芒果”，因为
与“忙”同音，不吃“火龙果”，因为“红红火火”。甚至在春节
时，别的科室都贴上春联，为值班的医护人员营造过节气氛，
急诊科却因为“避讳”红色而一律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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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戈待旦 随时出发

17 日晚 7 点 20 分，在处理完救护车送来的患
者后，值班护士邱凌艳终于吃上自己的晚餐，在狭
小的休息室里，和几个同事聊聊天，是他们一天中
最放松的时刻。

10 分钟后，吃完晚餐，她们又回到各自的岗
位。护士台上放着邱凌艳 1.5 升的水杯，“忙起来
都没时间接水，干脆用这个大的，更方便。”据了
解，急诊科的护士大部分是“90 后”，超过一半都
是未婚青年，单身的原因，是工作太忙，朋友圈局
限于科室里，连休假都少得可怜。

“超过 3 天的假期，几乎没有。”郑艳婷是急诊
科的骨干护士，古田人，距离她上一次回家吃除夕
夜的团圆饭，已经是 2016 年的事情，“那年我是除
夕前一天值夜班，第二天一早坐车回家，吃了团圆
饭，大年初一就赶回宁德。”她说，春节是急诊科最
忙的时候，状况百出，人手十分紧张，所以她必须
返回岗位。

忙却不是“急诊人”最大的困扰，身处急诊科，
他们行走在医患关系最为紧张的边缘，一不留神
就容易“擦枪走火”。

17 日晚 7 点 31 分，一位摔倒伤到头部的老人
被送往医院，暂时不能确定颅内的出血情况。近
10 个家属呼啦啦挤进急诊科，护士做了情况记录
后，联系了外科值班医生林乐源。

林乐源为患者开了检查单后便去处理其他患
者，当老人检查回来后，他正在替一位等候多时的外
伤患者做清创，一时脱不开身，而老人的家属却推开
清创室的门冲进去，指责医生不懂“轻重缓急”。

此时原本在诊室替另一个患者做检查的外科
值班医生闵松林，接到护士电话后，立即赶到现
场。近 10 个家属将他围住，闵松林仔细查看老人
的检查报告，询问摔倒过程，家属情绪逐渐平稳。

“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患者都觉得自己的事情
最紧急，但医护人员有自己的判断，也有相应的安
排。”护士郑艳婷说，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医护人
员大多只能顺着患者和家属，做好自己的工作。“曾
经有个醉酒的患者，掐住值班护士的脖子并用语言
威胁她，值班护士还是坚持做好自己的工作。”

因为工作的压力巨大，护士长黄珍影也想方
设法创造条件让大家“忙中作乐”，今年“5·12”护
士节，黄珍影组织全体护士到郊外烧烤，为了让
早、晚、凌晨三个班次的护士都能参与到活动中，
这场烧烤持续了 12个小时，“虽然辛苦，但重要的
是大家都玩得开心，收拾心情，重新出发。”

外科值班医生林乐源查看患者。

林清军将患
者抱进急诊科。

市中医院蛇伤科：

为蛇伤患者撑起“保护伞”

1.确定被毒蛇咬伤后首先要冷静，不要惊慌
乱跑，减少活动，尽可能延缓毒素扩散。

2.可以用火柴爆燃烧灼伤口，破坏蛇毒(伤后
30分钟内有效)。

3.在蛇咬齿痕处用利器切开皮肤即可，不宜
太深，长度约0.5厘米。

4.就近应用清水、河水、山溪水、泉水、冷开水
冲洗伤口，有条件者可用肥皂水、盐水、茶叶水或
双氧水冲洗伤口，及时清除伤口及周围的残存蛇
毒。

5.用木条、绳子或布条等(取长形细木条，上
肢用3根、下肢用3至5根)在距伤口5至10厘米的

上端(近心端)处绑扎，以减缓毒素吸收。
6.齿痕处可以用拔火罐排毒。
7.就地采草药外敷及内服，并及时送往蛇伤

专科医院进一步治疗。

常见毒蛇咬伤治疗误区

误区一：被毒蛇咬伤后“一旦放松绑扎，蛇毒
就会攻心导致死亡”。

专家解答：很多蛇伤病人肢体坏死，最后被迫
截肢都是因为绑扎过紧、时间过长后引发肢体缺
血时间太长引起的。院前急救绑扎时宜使用小夹
板加弹性绷带绑扎法绑扎。

误区二：毒蛇咬伤后咬伤伤口切开越大越深
排毒越彻底。

专家解答：毒蛇咬伤的伤口切开不宜过大，最
好小于1厘米，切开皮肤即可，切开过深容易误伤
深部血管、神经引起大出血和肢体功能障碍。如

果有毒牙遗留应该取出。但如果发现齿痕咬伤处
渗血不止，则不宜切开。

误区三：被毒蛇咬伤后应服用草药炖酒或配
酒服用，解毒效果更好。

专家解答：饮酒一方面会加快蛇毒在体内循
环，加速蛇毒扩散；另一方面饮酒后血管通透性增
加，容易加重肢体肿胀，不利于后期肢体功能恢
复，故被毒蛇咬伤后不提倡饮酒。

误区四：毒蛇咬伤后外敷中草药即可，无需前
往医院诊治。

专家解答：火毒证毒蛇咬伤后易出现肢体肿
胀、血水疱，外敷草药容易引起伤口感染，甚则局
部皮肤坏死，重则可引起败血症、破伤风。局部有
水疱或破溃者不宜外敷中草药，应在医生指导下
使用新鲜、洁净的中草药外敷。毒蛇咬伤多引起
全身多脏器中毒反应，应尽快前往医疗机构进行
系统治疗。

本报讯（张颖珍 缪星 谢焰
锋） 7 月 15 日晚，福安 73 岁的李
阿伯在吃晚饭时，不慎误吞一块
大猪骨，猪骨头顺着喉咙下滑卡
至食道中下段。没过多久，老人
感觉胸口闷胀，呼吸困难，被家人
紧急送往闽东医院。在消化内科
医生的多次努力下，终于用胃镜
将异物取出，17 日上午，李阿伯康
复出院。

李阿伯入院时是当晚 9 时许，
全身青紫、饮食困难，医护人员经
CT 检查发现李阿伯支气管扩张伴
感染，食管中下段有异物。当下便
安排心电图等相关检查，排除严重
心脏疾病等。征得李阿伯家人同
意后，医生用内镜尝试着将异物取
出，进镜后，显示阿伯的食管下段
有巨大异物坎顿，无法推向胃腔，
通过肉眼判断异物质地很硬，困难
重重。

“经过多次试取都失败了，病人
的血氧一度降至危险水平。”胃镜室
副主任医师郑由周说。于是，医生
考虑用开胸手术的方法直接将异物
取出。

但当与患者家属谈话后，医生
们改了主意，“手术费以及恢复期的

花销，将对患者家庭造成一定负担，
我们决定再尝试一次用内镜取异
物。”

当天夜里 12 时，征得家属的
同意后，医护人员给李阿伯气管插
管，用肌松药，再次胃镜进镜。好
在这一次非常顺利。只见圈套器
圈套住异物，随内镜拔到口腔，顺
利钳夹出体外，全体医护人员顿时
都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放弃。”郑
由周说，从李阿伯食道中取出的异
物是一大块猪骨头，表面坚硬尖
锐，如果操作稍有差错，就可能引
发消化道穿孔、大出血，因此操作
须小心翼翼，动作要轻柔，“取出猪
骨也是捏了一把汗。”

医生提醒：老人消化道肌肉蠕
动慢，在进食时一定要细嚼慢咽，
切忌囫囵吞枣，最好帮其将鱼、肉
里的骨头剔除，肉炖烂软，果核去
除，临床工作中就遇见过枣核、枇
杷核堵塞食管的案例。万一误吞
异物，不要慌张，不要自行用喝水、
喝醋、进食青菜或饭团等不可靠且
反而可能加重病情的“土方法”，需
及时到医院就诊，拖延治疗有可能
导致感染、出血、穿孔等情况出现，
危及生命。

见习记者 张颖珍 文/图

猪骨卡喉 阿伯消化道险穿孔
妙手施术 医生胃镜巧取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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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蛇伤急救处理及防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