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胆囊结石

健康话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饮食结构的改变，胆囊结石

患者越来越多，给老百姓的健康带来了一定影响。导致胆囊结石的病因有哪
些？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2月13日，记者采访
了区人民医院院长助理、肝胆外科主任刘勇，请他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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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022年10月的某一天，生日快乐歌在区
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病房里响起。歌声轻
轻、感情浓浓，医护人员缓缓推着生日蛋
糕走向九床的患者。这是一位老人，只见
他戴着生日帽，虽然还是不能说话，却比
平常看着精神许多，在医务人员的歌声和
祝福里迎来了一个特殊的生日。

温暖、温度

重症医学科是一个重启患者生命的
地方。纤细的导管连接着生命的脉络，呼
吸机的韵律牵动着人们的神经，这里承载
着生命的希望，大家用心用情营造一个有
感情、有温度的科室。

为了防止交叉感染，重症医学科病房
不允许家属陪床。陪伴患者对抗疾病的，
便是24小时无间隙的医护人员们。“治疗
上我们当然是见招拆招，但是俗话说‘三
分治疗，七分看护’，在重症医学科工作就
要多关注病人的每一个细节，多给予病人
情绪上的疏导，这样有助于缓解病人的孤
独感。”重症医学科主任邓毅说。为了能
够缓解重症患者的孤独感和焦虑情绪，医
护会与病人家属多沟通，了解病人平时的
喜好，下载一些他们爱听的歌给他们播
放，也会录下病人家属的声音，时常放在
病人耳边进行听觉上的刺激，帮助患者重
新燃起求生的欲望，树立战胜疾病的信

心。
小到口护洗脸、洗头翻身、修剪指甲、

拍背吸痰、床上擦浴、清理排泄物，大到患
者的生命体征监护、康复治疗，这些都属
于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的日常工作。针
对重症医学科病房里因气管插管等不能
说话的特殊患者，为了能正确理解患者想
法，科室制作了“一指通”，在手册上面印
上了吃饭、喝水、肚子痛等字样，并配上生
动形象的卡通图片。每当患者有需要又
无法表达清楚的时候，护士就把这些打印
在纸上的基本需求拿给患者看，并观察患
者反应，从而了解他们心中的想法。

“时间久了，科室的许多年轻护士都
把这些患者当成了家人，经常一口一个爷
爷奶奶的。”邓毅说，九床的老人在这里已
经住了一年多，科室的每一个人都很熟悉
他。医生从家属那里知晓了不能陪老人
过生日的遗憾，便和同事一起策划了这场
生日会，当把生日照片发送给老人远在外
地的女儿时，她还激动地在微信上感谢大
家对老人的关怀。

这样的小温暖很多，这样的感谢也很
多，在科室不起眼的角落堆放着许多锦
旗，那是患者和家属对医护人员工作的认
可和赞许，那些没有挂上墙面的锦旗蒙上
了灰，但是医务人员记得这每份“肯定”背
后的故事。“有个孩子被送到市医院，医生
劝家属放弃，家属舍不得，转到我们这里，
经过治疗看护出院了，家长很感谢！还有

个患者病情稳定转到其他科室后，因长期
卧床皮肤损伤，我们科室跑上跑下一直提
供延续性护理……”科室护士长黄翔对每
一面锦旗的故事都可以娓娓道来，这些也
温暖着他们。

合作、治愈

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的职责是通过
不懈努力，挽救每一个生命，但是重燃生
命之火，不能只靠一个人的努力，需要一
个团队的配合与付出。

“很多人觉得重症医学科的病人经过
抢救后保住生命就彻底脱离了危险，并不
是这样的，在急救过后还有细心的看护，
这背后有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都需要团
队一起完成。”邓毅说，一个重症病人的病
床前，往往需要多名医生护士对患者实施
24 小时密切监护，这对团队的默契配合
要求很高。每天输液、饮食等液体输入量
和排便、排尿、引流等液体输出量，都要经
过精确的计算。呼吸机是否要调整，肢体
有无粗细变化，每一口痰液的颜色、性状
如何，都需要医护人员随时掌控。这些都
是病情变化的预警，更是生命获得及时保
障的依据，只有随时掌握，才能随时发现
变化、加以施治。医护人员每天都要对病
人的病情进行检查和交流，这是一场 24
小时的接力赛，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都要
将病例交接做得更细致，才能跑好这场接

力赛。
从死神刀下夺人，医生要练就快、准、

稳的判断决策能力，一丝不苟，做到极致，
护士要具备更强的抢救、护理专业知识和
经验，但即使做了这些努力，送进重症医
学科的患者，有走向重生的，也有撒手人
寰的。2021年5月的一天，重症医学科的
大门被推开，一名满身是血的轻生患者已
经休克，医护团队匆忙有序地行动起来，
医生在第一时间对患者进行有创呼吸机
的辅助通气，建立深静脉通道，快速补液
输血，护士背着输血箱子，手动加压输血，
团队合作抢救了两个小时，衣服早已汗
湿，生命却还是转瞬即逝。

“但我们来不及消沉，因为还要做好
家属的情绪安抚。”邓毅告诉记者，无论哪
个行业，都需要换位思考，他现在是医者，
但是他也做过病人，当过病人家属。进入
重症医学科的患者都是重症患者，除了对
病人要尽最大努力救治外，还要对病人家
属给予更多的关怀。科室在病人最初进
入重症医学科就会科学评估病人状况，提
前告知家属真实情况，会花更多的心思去
考虑家属考虑的问题，在一次次沟通中，
慰藉家属，也治愈自己。

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托举生命 守护希望
○记者 刘冰凌 通讯员 杨益

健康科普与个人和家庭息息相
关。近日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
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多处提
及与健康相关的科普要求。比如要求
围绕群众的教育、健康、安全等需求，深
入开展科普工作，提升基层科普服务能
力。健康科普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在全
面强化科普的大背景下，更应总结经验
再出发，为全面提升公民健康素质作出
新贡献。

健康是幸福的根基，健康科普的
社会关注度很高、需求量很大。过去，
健康科普的形式和内容有诸多可圈可
点之处。比如，“健康素养66条”涉及面
广、实用性强，且通俗易懂、很接地气，
易于宣传普及。很多基层卫生健康工
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健康科普若
没有日常的辛勤付出，断然没有好看的
数据结果。近年来，我国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持续提升，从2008年的6.48%提升
到了 2021 年的 25.4%。这既是广大健
康科普工作者长期努力的结果，更与科
学的宣传普及方式有关。

但也要看到，健康科普也面临不少
新挑战。黑板报、宣传册、面对面宣教
等传统科普方式虽然仍能发挥基础性
作用，但内容更加多元、手段更为先进
的健康科普为社会所期待。很多健康
养生谣言的诱惑性很强，健康科普在速
度比拼和渗透性上容易吃亏。只有加
强科普作品创作，推出更多吸引力更
强、趣味性更高的作品，才能让健康科
普跑赢谣言。

对新媒体的开发利用，是健康科普
面临的必答题。很多医学专业自媒体
具有较佳的内容和快速应变能力，但多
属散兵游勇，如何打造专业性的健康科
普平台，将个体行为上升成为组织行为，是一个值得思考的
问题。提升科普活动效益、壮大科普人才队伍、推动科普产
业发展，要格外重视新媒体平台建设，使健康科普能够契合
信息时代的特点。

直面挑战，注重方式与内容创新，健康科普方能不断推
陈出新，既持续优化健康科普模式，也便于与其他科普互学
互鉴、共同提高。

（据《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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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街道

健康服务送到家
上门接种有温度

本报讯（通讯员 周崇琼 记者 刘鑫宇）“老人家，今天我们
上门开展健康服务，大石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来帮你量血
压测血糖，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好不好？”“要得，我92岁了，行动
不便，出不了门，你们到我屋头来关心我，好得很嘛！”在大石街
道犁头村村民黄中秀家中，村干部和医务人员拎箱上门，在核实
老人没有疫苗接种禁忌症后，为他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第三针，
并送上一份健康包。

近日，大石街道开展网格干部、村卫生室工作人员入户送健
康服务活动，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量血压，宣传健康知识、用药
知识，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打通健康服
务“最后一米”，为老年人送上便捷、无忧的健康服务。

付永颜是一位82岁的老人，因腿部有疾长期依靠拐杖行走，
不能到场镇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大石街道党工委考虑到这一类
重点人群的实际困难，组织了疫苗接种工作专班为60岁以上行
动不便的老人送去健康知识、健康包和上门接种等服务，让老人
们安心、放心、无忧地接种疫苗。

据了解，大石街道成立了以社事办、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
室组成的工作专班服务队，大力开展上门入户卫生服务活动，为
老年人赠送健康包12000个，上门接种疫苗215人，进行健康咨
询26000余人次，进一步提高了广大群众个人卫生健康意识和个
人防护意识，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不久前，家住云门街道天龙村的任女
士突然感觉上腹部疼痛难忍，她本以为是
胃痛，可前往医院检查后才发现，疼痛是
由胆囊结石引起的。确诊后，医生建议她
手术切除胆囊，任女士却有些疑惑和担
忧：“我之前都没有任何症状，怎么突然就
患上胆囊结石了？切除胆囊之后，对我的
身体会不会有影响呢？”任女士的疑问也
是许多胆囊结石患者共同的疑问，我们带
着这些疑问，一起来看看刘勇怎么说。

胆囊结石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
部分患者会出现右上腹疼痛症状

“胆囊结石是指存在于胆囊内的结
石，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我国发病率大
约在10%以上。”据刘勇介绍，胆囊结石产
生的原因主要和自身代谢有关，胆汁里的
胆固醇、胆色素呈过饱和状态，在胆囊里
结晶、形成结石。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
候，胆囊结石的形成也与不健康的生活习
惯有关系，比如长期不吃早饭，胆囊收缩

功能受影响，就会形成胆囊结石。
多数胆囊结石患者并无明显症状，

如果不进行影像学检查，很难察觉自己
胆囊内有结石，这种被称为静止性胆囊
结石。但当患者出现右上腹疼痛等明
显症状，或者疼痛上升到右肩背部，就
千万不可大意。

刘勇告诉记者，胆囊结石疼痛多发于
夜间，对这种疾病缺乏了解的患者容易将
其和胃痛混淆，部分患者抱着“太晚了，明
天再去检查”或者“忍一忍就过去了”的心
态，反而不利于自己的健康，甚至可能延
误病情。所以，当患者发现自己有类似症
状，就应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现在胆囊
结石患者通过彩超确诊率达99%，确诊后
也应积极接收治疗。

静止性胆囊结石无需特别治疗
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建议手术治疗

胆囊结石的治疗，不同的情况应选
择不同的方法，如果患者通过体检或其

他方式发现自己患上胆囊结石，一直没
有明显症状，就可以不用管它。但当患
者已经出现中右上腹胀痛等症状，刘勇
建议，应尽快接收手术治疗。刘勇还提
醒，对于大于60岁的高龄合并糖尿病患
者，即使是静止性胆囊结石，也应早日手
术治疗。

“针对有症状的胆囊结石，目前国内
有两种治疗方式，一种是保胆取石，即保
留苦胆只取石头。但保胆取石对病例的
要求很严格，需要胆囊炎症很轻、有正常
的功能，且取石保胆后，胆囊结石复发率
很高，而胆囊结石目前又被证实和胆囊癌
的发生关系密切，临床上胆囊结石合并胆
囊癌的病例并不少见。所以，为了保证患
者的健康，我们现在一般不主张保胆取
石。”刘勇说。

治疗胆囊结石的另一种手术方式
是实施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将胆囊和结
石一起取掉，避免胆囊结石复发及其他
胆囊疾病发生的可能，达到一劳永逸的
效果。目前，胆囊结石的主流治疗方式

以切除为主。
许多患者都很担心胆囊切除后，会给

自己的身体带来不良影响。针对这个担
忧，刘勇说，胆囊的主要作用就是储存和
浓缩胆汁，但胆汁是由肝脏分泌，切除胆
囊后不会影响胆汁的分泌，胆汁依然能正
常流入十二指肠。所以，切除胆囊后对人
体基本无影响。目前，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这项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患者不必过于担
心，一般情况下，术后三天即可出院，区人
民医院正在与医保局积极协调，开展日间
手术，手术后24小时即可出院。

在日常生活中，预防胆囊结石也非常
重要。刘勇说，自身有血脂高、胆固醇高
等问题的患者，要做一些对症处理。没有
相关疾病者也应该定期体检，做到有问题
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对自己的健康负
责。当然，大家也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做到适当运动、规律饮食，特别是要明
白吃早餐的重要性，养成按时吃早餐的习
惯，做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尽量避
免胆囊结石的发生。

小小胆囊结石 蕴含大大学问
○记者 王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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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重庆市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宣）重庆市合川区文明城区建设指导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