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袁春笋冒头袁生机蓬勃遥 现代研
究发现袁笋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尧糖类尧
胡萝卜素袁还有维生素 B1尧B2尧维生素 C
以及钙尧磷尧铁尧镁等袁含多种人体必需氨
基酸遥 笋中纤维素含量较高袁在肠道内可
以减少人体对脂肪的吸收袁 增加肠道蠕
动促进粪便排出袁不仅能防治便秘袁而且
可降低与高血脂有关疾病的发病率遥 另
外袁笋不含脂肪尧淀粉少袁属于天然低脂尧
低热量的食品袁是肥胖者的减肥佳品遥

不过袁医生提醒袁笋虽甘美袁却滑利大
肠袁无益于脾袁因此有野刮肠篦冶的俗称遥假
如吃不得法袁春笋就会变成野春损冶遥

春笋食用不宜过量遥 在食用笋时袁应
将它烧熟煮透袁 或用开水烫 5~10分钟袁
然后再配其他食物炒食遥 这样袁大部分草
酸在高温下分解袁又减少其涩感袁使味道
更鲜美遥

笋中所含的草酸很容易和钙结合成
为草酸钙袁 因此患有泌尿道结石的人不
宜多吃遥 因笋中含的草酸会影响人体对
钙和锌的吸收和利用袁 所以生长期的儿
童及骨质疏松者应注意不宜多吃笋遥

笋性味甘寒袁含较多的粗纤维素袁凡
脾胃虚弱尧消化道溃疡尧肝硬化尧食道静
脉曲张尧慢性肠炎等患者袁忌食寒性尧难
消化之物袁所以不宜吃笋遥

笋系大寒之品袁大病初愈尧妇女经期
产后尧有过敏性哮喘的人袁不宜吃笋遥 此
外袁笋还能助发疮毒袁发湿毒袁故凡湿疹尧
痈疮患者袁也应忌吃笋遥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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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江医院倾力引进专家造福百姓

本报讯 笔者昨获悉袁 我市通过突出政
策引领尧 简政放权尧 人才帮扶袁 推动社会
办医袁 补齐医疗服务短板遥

突出政策引领袁 激发社会投资活力遥
出台 叶关于加快推进社会资本办医的意
见曳袁 对新办民营医院从 12 个方面提出优
惠政策袁 特别是设立了床位补助和运行奖
补袁 建设床位最高给予每床补助 10 万元袁
2017年市财政给予莆田市中医医院第一期
建设床位补助资金 1200万元遥 制定 叶关于
利用闲置用地和房屋资源举办民生服务机

构的通知 渊试行冤曳 规定袁 在符合城乡规划
和社会事业发展规划的前提下袁 鼓励利用
闲置用地和房屋资源开办医疗等民生服务
机构袁 解决医疗用地紧张问题遥 目前袁 利
用闲置资源创建的华夏眼科医院集团莆田
眼科医院已投入使用遥

突出简政放权袁优化办医服务环境遥 按
照野非禁即入冶原则袁全面清理尧取消不合理
的前置审批事项袁对社会办医疗机构设置审
批不新设审批事项尧不提高准入门槛尧不限
制经营性质遥 优化设置审批流程袁整合机构

设置尧执业许可等审批环节袁缩短审批时限遥
放宽大型医疗设备配置管理袁不将社会办医
院等级尧床位规模等作为必要前置条件遥 将
不设床位的医疗机构和床位不满 199 张的
的综合医院尧中医院尧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的
审批权限下放给由县区负责袁推行一站式审
批服务遥 2018年 1-2月份袁新设置民营医院
9家袁新设置床位 938张遥

突出人才帮扶袁 破解人才短缺瓶颈遥
建立公立医院支援社会办医院机制袁 通过
野派下去冶 野请上来冶 野团队带团队冶 野科

室对科室冶 等多种方式袁 帮助社会办医院
培养卫技人才遥 率先突破医师多点执业政
策袁 实行医师区域注册制袁 变审批制为备
案制袁 放宽多点执业时间限制袁 鼓励公立
医院医师合理安排时间到社会办医院多点
执业遥 创新制定了 叶莆田市民营医院名医
工作室建设实施办法 渊试行冤曳袁 推动医疗
专家尧 名医到民营医院开办工作室袁 采用
野传尧 帮尧 带冶 方式袁 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向
社会办医院流动袁 目前已经建立了 2 个名
医工作室遥 渊颜剑山冤

我市突出政策引领、简政放权、人才帮扶

2017中国医院竞争力排行榜发布
莆田市第一医院上榜

本报讯 3月 24日袁 由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
研究中心主办的野2018中国医院竞争力论坛冶在广
州举行袁 发布了 2017中国医院竞争力排行榜遥 其
中袁地级城市医院 500强榜单中袁莆田市第一医院
位居第 146位曰2017福建省域医院 30强名单中袁莆
田市第一医院位列第 11位袁较 2016年提升了 2名遥

据悉袁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是一家
较为权威的医院管理评价机构遥 此次排名依然以

规模竞争力尧 技术竞争力尧 运营竞争力三大板块
作为主要参考指标袁 为给不同层级尧 不同类型的
医院树立各自的行业标杆遥 经过严格的资质确
定尧 专家评审尧 多轮筛选尧 问卷调查尧 数据核
实袁 确定各维度及指标权重袁 建立 野竞争力综合
评价模型冶 等多轮评比遥 莆田市第一医院再次入
选袁 标志着医院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在全国同级医
院中处于先进行列遥 渊赖越聪冤

位居地级市医院 500 强第 146 位

本报讯 3月 28日袁涵江医院肿瘤科在急诊大楼一楼
正式开科遥 肿瘤科作为独立科室开科袁适应了肿瘤专科的
发展需要袁进一步促进了精细化的肿瘤诊断和治疗遥

在开科仪式上袁 该院党委书记林秀云表示袁 肿瘤科
的成立将为涵江区乃至全市的患者带来福音袁 要秉持
野尊重尧 舒适尧 安全冶 的服务理念袁 尽可能减轻肿瘤患者
的疼痛和心理障碍遥 医院将全力支持肿瘤科开展工作遥

据悉袁 肿瘤科医疗技术力量强袁 共有医护人员 7人袁
其中副主任医师 1名袁 主治医师 1名袁 护士 3名袁 床位
编制 20张遥 学科带头人于飞是涵江医院于 2017年引进
的高年资专科人才袁 硕士学位袁 副主任医师职称遥 诊疗
范围包括全身恶性肿瘤的规范性化疗尧 恶性肿瘤靶向治
疗尧 恶性肿瘤姑息治疗尧 癌痛规范性诊疗尧 恶性肿瘤中
医治疗遥

肿瘤科采用日间化疗的病房模式袁 病人可在夜间返
家休养遥 病房内光线明亮袁 空气清新袁 集治疗与休闲
为一体袁 营造温馨舒适的家庭式治疗环境袁 提供人性
化的优质护理服务袁 从而有效减少患者就医恐惧感和
焦虑情绪遥

专家介绍
于飞袁涵江医院肿瘤科主任袁任中华医学会省级肿瘤

放疗专业委员会委员袁中国抗癌协会省级肿瘤放疗专业委
员会委员袁原大军区级肿瘤放疗专业委员会委员袁省级医
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遥 从事肿瘤治疗工作 20余年袁在肿
瘤放化疗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袁擅长中晚期肿瘤的姑息性
治疗尧各种恶性肿瘤的靶向治疗尧辅助性放化疗尧根治性放
化疗及立体定向放射治疗遥 程青艺

肿瘤科正式开科

老年慢性胃炎多数表现为消化不良的症状袁如
上腹部闷胀不适袁进食后加重袁无规律性的隐痛尧胃
灼热感伴乏力等全身症状遥 常因冷食尧硬食尧辛辣或
其他刺激性食物而引起症状加重遥 秀屿区医院医生
表示袁对老年慢性胃炎患者来说袁合理的饮食调养可
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遥

首先袁注意饮食卫生遥 患者专用碗筷尧餐具应定
期消毒袁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遥

饮食注意合理性尧 科学性遥 应尽量遵循少食多
餐尧定时定量的原则袁养成定时用餐的习惯曰饮食宜
清淡尧营养充足尧易消化的食物遥

根据病情程度选取合理的饮食遥 病情严重时宜
进流质饮食袁以牛奶尧豆浆尧米汤等遥 当症状缓解时可
改为半流质或无渣饮食袁如蒸鸡蛋尧大米或小米粥遥
随着病情的好转可逐渐增加食物品种和数量袁 逐步
过渡到普食遥

选取具有较少刺激的食物种类遥 比如袁可选择瘦
肉尧鱼尧面条尧软米饭等低脂尧高蛋白尧清淡尧易消化尧
营养丰富的食物遥 避免进食生冷尧粗糙尧过热尧过硬及
熏烤食物袁 还有一些膨化食品也不适合老年慢性胃
炎患者食用遥 避免进食高脂肪食物袁因为高脂食物尧
酒糖类会使括约肌放松造成返流袁加重胃酸缺乏遥

戒烟尧酒遥 香烟中的尼古丁能使患者食欲降低并
引起恶心呕吐袁酒精则直接损伤胃粘膜遥

养成细嚼慢咽的慢习惯袁 使食物与唾液充分混
合以助消化遥 胃酸缺乏者少饮水袁以免冲淡胃液袁饮
食中可加入醋或柠檬等酸性调味品遥

总之袁 饮食调理对老年性胃炎康复有一定的帮
助袁必要时配合临床医生治疗遥 林祖义

延伸阅读
anshenyueduY

秀屿区医院医生支招

白内障是因为眼睛内晶状体发生混浊由透明变成不
透明袁阻碍光线进入眼内袁从而影响了视力遥 初期混浊对视
力影响不大袁而后逐渐加重袁明显影响视力甚至失明遥 很多
人得了白内障袁以为是老花眼遥 需注意的是袁白内障成为致
盲的首要病因遥

莆田康复眼科专科医院院长林玉清表示袁在接诊中袁一
些老年白内障患者经常问院野白内障是不是眼球表面长出了
白色遮挡物钥冶其实袁这是将白内障和翼状胬肉相混淆遥白内
障是眼睛内的晶状体混浊袁而翼状胬肉是长在角膜渊通常大
家所说的黑眼珠冤上的变形组织遥所以白内障通常大家靠肉
眼是看不到的袁要到医院通过仪器检查才能确诊遥

据林玉清介绍袁白内障多发于老年人群袁因此老年性
白内障通常表现为视力进行性减退袁可有多视尧单眼复视
等遥 每个病人晶状体混浊的部位不同袁临床表现各有特点院
如果混浊早期发生在晶状体周边袁 早期并不影响视力袁只
有发展到中央部分混浊才引起视力减退曰如果晶状体混浊
是以核性为主袁就会出现近视度数增加尧老花度数减轻的
现象袁往往老人把这当成野返老还童冶曰如果混浊发生在中
央的后囊前袁这种病人往往感到在阳光下视力很差袁而在
室内视力反而好转遥

林玉清说袁目前袁临床上关于白内障常用的药物不下
几十种袁有眼药水或口服的中西药袁但都没有确切的治疗
效果遥 正确的方法是通过手术把白内障摘除袁同时植入人
工晶体来恢复视力袁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是超声乳化摘除
术遥 郑语

正确认识白内障
莆田康复眼科专科医院林玉清讲解

本报讯 为巩固改善医疗服务计划活动成果袁进一步
提升患者满意度袁仙游县医院根据上级叶进一步改善医疗
服务行动计划渊2018-2020年冤曳文件精神袁把野提升患者满
意度冶列为 2018年核心工作之一袁部署开展野患者满意度
提升年冶活动遥

据悉袁2015-2017年袁 仙游县医院开展 野进一步改善
医疗服务冶专项活动袁以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袁 推出一系列改善医疗服务新举措袁不
断优化服务流程袁提升医疗质量袁创新服务模式袁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遥

日前袁该院再次召开全体医生会议袁动员进一步改善
医疗服务袁提升患者满意度遥 该院院长郭赛雄表示袁满足人
民群众更高水平尧更多样化的卫生与健康服务需求袁是医
疗卫生系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要求袁也是我们对
群众的庄严承诺遥 要以问题为导向袁靶向发力袁精准实施袁
围绕群众反映比较突出的医疗服务问题袁 通过改善环境尧
优化流程尧提升质量尧保障安全尧促进沟通尧建立机制尧科技
支撑等措施袁为群众提供安全尧有效尧方便尧价廉的基本医
疗服务遥 全院上下要积极主动参与到医院满意度提升工作
中来袁为医院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而努力奋斗遥

该院党委书记林夏生说袁医疗服务质量事关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遥 改善群众看病就医体验袁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的必然要求袁也是医院扎实开展野两学一做冶和野作风
建设年冶活动的重要内容袁对于提高社会满意度袁建立和谐
医患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遥 全院党员干部要带头行动袁以身
示范袁发挥模范作用遥 渊吴鹏举冤

仙游县医院部署持续改善医疗服务

提升患者满意度

随着市民踏青赏花热情日渐高涨袁 有的人却花
粉过敏遥 专家提醒袁春季花粉过敏的野主凶冶是花旁边
的树和草袁还有路边不起眼的小野花遥

野大家都以为春天容易花粉过敏是因为花团锦
簇袁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遥冶医生表示袁桃花尧油菜花等颜
色鲜艳的花并不容易引起过敏遥 这些花都是 野虫媒
花冶袁它们的花粉颗粒大尧重而黏袁在空气中飘不起来袁
只能吸引蜜蜂授粉袁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对它们过敏遥

专家说袁来自树尧草尧小野花的花粉叫野风媒花冶袁
是导致花粉过敏的野主凶冶遥 这些花粉小到肉眼看不
见袁很轻袁数量也多遥 风一吹袁花粉在空气中大量飘
浮袁人接触和吸入后很容易致敏遥

对于花粉过敏反应严重的患者袁 最好是查出过
敏原后进行脱敏治疗遥 专家建议袁市民外出踏青赏花
时袁尽量避开连晴起风天袁可选择雨后出行袁地点最
好选在开阔地带的单纯花田遥 可戴口罩和眼镜袁还可
在脸上涂抹维生素 耘面霜遥回家后换掉外套袁用流水
洗手洗脸袁用盐水洗鼻遥 据新华社

本报讯 十月怀胎有苦也有甜袁 孕妈妈看着自
己的肚子一天天变大袁胎儿一天天在健康成长袁自然
欣喜万分遥 然而一些疾病有可能与孕妈妈不期而遇袁
让人防不胜防遥 为提高广大孕妈妈健康孕育意识袁有
效预防妊娠期糖尿病袁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将举办以
野让糖妈妈健康孕育冶为主题的健康宣教活动遥

届时袁来自莆田学院附属医院血液内分泌科尧妇
产科尧营养科的 10余名专家与市民面对面交流遥 活
动内容包括测血糖尧测血压尧专家义诊尧母乳喂养咨
询尧健康饮食指导等遥

活动时间为 4月 8日上午 8:30-11:30袁活动地点
设在莆田学院附属医院老院区门诊广场袁 欢迎广大
孕妈妈及家属前往现场咨询遥 陈建飞

春季花粉过敏
祸首是“风媒花”

让糖妈妈健康孕育
健康宣教活动本周日上午举行

发生肠扭转袁 影响肠管的血液供
应袁接着导致小肠坏死袁情况危急遥3月
29日袁 荔城区医院外科成功抢救了这
样一例小肠坏死的老年患者袁 手术顺
利完成遥 目前袁该患者状态良好袁病情
正进一步观察中遥

据悉袁年逾六十的方某袁以野急腹
症冶急诊送至荔城区医院遥 前来会诊的
外科副主任医师陈作敏结合症状和检
查结果袁 意识到这可能是 野肠系膜扭
转冶袁而且方某在 1年前曾因野残胃癌冶
进行过胃癌根治术遥 此时袁如果不抓紧
手术袁一旦发生休克袁就极其凶险遥

陈作敏当即向方某家属解释病
情袁 取得同意后快速完善了患者的术

前检查遥 随后袁方某被送进手术室遥 术
中发现患者约有 3 米的小肠肿胀发
黑袁像一根根野酱香肠冶迂曲成一团遥 幸
好抢救及时袁部分肠管血运尚可袁医生
切除了 2.5米的变黑坏死部分袁尽可能
保留肠管尧维持正常吸收功能遥 整个手
术干净利落袁每个环节衔接流畅袁仅用
了 2个小时就完成了遥

据介绍袁 肠扭转是外科常见急腹
症之一袁 是肠管的某一段肠襻沿一个
固定点旋转而引起遥 肠扭转后袁肠腔受
压而变窄袁引起梗阻尧扭转与压迫袁影
响肠管的血液供应遥 扭转肠襻极易因
血循环中断而坏死袁 严重者可危及生
命遥 李彩云

“肠扭转”及时得救
荔城区医院外科成功抢救一例小肠坏死的老年患者

前不久袁 秀屿区的杨某在种龙须
草时袁左手不慎被绳子绞伤袁当即出现
左腕部肿痛尧畸形袁左中环小指撕脱离
断袁各伤口见活动性出血遥

杨某家属听说盛兴医院手外科有
熊湘粤医师加盟袁 已完成许多复杂再
植手术袁 于是第一时间带着伤者前往
盛兴医院就诊遥

在伤者到达盛兴医院后袁 医生立
即安排分组手术遥 经过紧张有序的术
前准备后袁手术开始袁术中见伤者的左
中指自近指间关节以远撕脱性完全离
断袁 左环指自近指间关节以远脱套撕
脱离断袁 左小指自近节指骨以远撕脱
性离断袁各离断指体肤色苍白袁干瘪袁
无血运袁离端肌腱尧血管尧神经外露袁污
染较重袁左前臂肿胀明显遥 术中分两组
同台手术袁 经过 10小时左右的努力袁

伤者中指尧环指尧小指旋转撕脱离断再
植成功袁血运良好袁术后恢复良好遥

这例多指离断再植的成功袁 标志
着盛兴医院手外科的医疗技术再上新
台阶遥该科近 2年累计断指再植近 100
多例袁其皮瓣修复 50 多例袁双手掌完
全离断 3例袁术后目前无一例坏死袁成
活率 100%袁体现了盛兴医院过硬的手
外技术遥

目前袁 莆田盛兴医院常规开展断
指渊趾冤尧 断掌尧 断腕尧 大型肢体离断
等一般肢体再植袁 还广泛开展各类复
杂类型再植术袁 比如小儿指再植尧 指
尖再植尧 旋转撕脱再植尧 多节段再
植袁 组织瓣再植尧 手指再造尧 软组织
缺损修复袁 这些也是盛兴医院手外科
的特色技术之一遥 盛兴

多指离断获再植
盛兴医院手外科成功完成多指旋转撕脱离断伤再植术

本报讯 近日袁 在莆田学院附属医
院呼吸内科支气管镜室袁 由吴轶雄主任
医师主导的团队袁 为一例难治性支气管
哮喘患者成功施行由支气管镜引领的支
气管热成形术(BT)袁开创了非药物治疗哮
喘的新技术遥

该技术为国内前沿袁 福建省第三家
医院新开展的项目袁为难治性尧重症哮喘
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途径遥 目前该患者术
后恢复良好袁已减少激素用量袁并出院门
诊随访观察后续治疗效果遥

据了解袁 支气管哮喘是气道的慢性
炎症疾病遥 经规范治疗袁哮喘患者仍频繁
发作甚至住院袁症状长期无法缓解袁为难
治性哮喘袁 而重症哮喘其急诊就医频率
和住院频率分别为轻中度哮喘的 15 倍
和 20倍袁是造成哮喘治疗费用增加和致
残尧致死的主要原因遥

吴轶雄主任医师介绍袁 支气管热成
形术(BT)作为支气管哮喘的一种创新的
非药物治疗方法袁 建立在气道平滑肌
(ASM) 增生导致支气管平滑肌收缩和哮
喘急性发作的因素之上袁 通过射频消融
的方法削减增殖和积聚的气道平滑肌袁
以达到阻断气道平滑肌介导的支气管收
缩反应袁降低气道高反应性袁从而改善哮
喘症状袁 减少急性发作尧 急诊就诊和住
院遥 对改善哮喘的整体控制水平和预后袁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袁 降低医疗成本有着
重要意义遥

该技术目前适用于 18 岁及以上用

吸入性糖皮质激素及长效 茁原受体激动剂
无法有效控制的重度持续性哮喘患者袁
术前需要做好及时完整的评估工作袁把
握好适应症及禁忌症是成功开展的关
键遥 目前已有国内相关专家结合国内外
文献及开展工作的经验袁 撰写了手术操
作及围手术期管理规范袁 对该项技术进

行规范袁提高了疗效袁降低了并发症的发
生和医疗成本遥

该新技术的成功开展袁 显著提高了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对难治性及
重症哮喘的诊疗水平袁 为莆田市乃至周
边地区的哮喘患者带来福音遥

渊翁金山 陈建飞 文/图冤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

开展支气管热成形术
为难治性、重症哮喘患者提供新治疗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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