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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脆的啼哭、忙碌的身影、温情的鼓
励。这里是生命的起点站，她们守护在生
命旅途的最前头，迎接每一个新生命的来
临，一同见证人间最动人的时刻。这里也
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永远不知道下
一秒会发生什么，她们面临风险、压力、
精神的紧张，24小时随时待命、随时抢
救……这是产科团队的常态。

玉环市人民医院产科是玉环市重点支
撑学科，玉环市唯一的危重孕产妇救治中
心，成功创建“国家级爱婴医院”，荣获

“浙江省巾帼文明岗”“台州市青年文明
号”等称号，多次被医院评为教学先进集
体。

极速营救全力保障母子安全

产科是诞生新生命的地方，医护团队
24小时待命，保障母婴平安健康，为一
个又一个家庭迎来新生的希望。同时产科
也是一个高风险的专科，特别是二孩政策
放开后，涌现了不少高龄产妇，产科急危
重症大大增加。

玉环市人民医院产科年收治孕产妇

3000多人，每年产检31000多人，高危孕
产妇高达 80%。妊娠高血压、胎盘早剥、
产后大出血、羊水栓塞……这一系列医学
名词背后，是普通孕妇难以想象的风险，
也是对妇产科医护团队专业的考验。

27岁的小郭怀孕 36周时，上厕所后
突然大出血，入院发现为胎盘早剥，且是
罕见的遗传性纤维蛋白原缺乏症，凝血功
能严重障碍。情况凶险，产科团队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紧急行剖宫产。

争分夺秒间，伴随一声啼哭，胎儿被
顺利取出，而真正的考验也在此刻降临。
小郭出现严重的子宫胎盘卒中，失血严
重，宫腔内潺潺流动的血液令现场所有人
都揪着心。持续输血、补充纤维蛋白原、
子宫压迫止血，面临夺命一劫，产科团队
临危不乱，经过3个多小时的抢救，终于
将小郭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一次次化险为夷的背后，是因为有着
一支高效、团结、技术过硬的团队。玉环
市人民医院产科作为玉环市重点支撑学科
及优秀学科，具有丰富的急、危、重孕产
妇抢救经验。近年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10
余项，填补玉环市多项空白，覆盖三级医

院所有技术病种。她们在不断发展壮大学
科的同时，也重视多学科协作，筑牢生命
防线，成功挽救羊水栓塞、凶险性前置胎
盘、妊娠合并心脏病等危重病人，抢救成
功率 100%，联合新生儿科抢救成功胎龄
最小的新生儿仅26周。

仁心仁术贴心守护母婴健康

医生要治疗身体，还要抚慰精神。虽
然孕产妇死亡率逐年降低，但女人的生育
过程仍是一道经历生死的坎儿。对产科团
队而言，每个孕产妇不仅是病人，更是一
个家庭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产科医护人
员也总是站在她们的角度理解她们、尊重
她们，更为她们未来的生活考虑。

有对夫妇结婚多年膝下无子，历经波
折最终通过试管手术艰辛受孕。不幸的
是，妻子在怀胎6月出现流产倾向。夫妻
二人手足无措时，玉环市人民医院产科团
队为孕妇实行了“宫颈环扎术”，最终帮
他们保住了这个珍贵的孩子。近三年来，
产科使用“宫颈环扎术”共保护了 22位
孕期内未到足月的孩子，大大减轻了孕产
妇的痛苦，为家庭圆梦。

2016年，一位双胞胎的产妇在剖宫
产手术后大出血，需切除子宫保住生命。
危急关头，产科主任许敏考虑到这么年轻
的女性，一旦失去子宫会影响到她将来的
生活质量，于是为她做了难度极大的“子
宫捆绑式缝合+子宫动脉结扎术”，最终保
住了该产妇的生命，也保全了她的子宫。

为了减轻分娩痛苦，促进自然分娩，

产科开展导乐无痛分娩项目、球囊引产、
气囊仿生助产等技术，大大缩短待产时
间，近三年累计500多位产妇因无痛分娩
受益。科室还建立产后 42天随访制度，
开设玉环市首家盆底康复中心、台州市首
家“妊娠期糖尿病孕产妇一日病房”，服
务项目覆盖整个孕期、产期和产后，“妊
娠期糖尿病孕产妇一日病房”还荣获台州
市护理项目优胜奖。

精益求精 助力市域水平提升

玉环市人民医院产科共有医护人员
46名，肩负着全市危重孕产妇急救工作
和医院产科团队建设任务，还承担起“下
沉”基层的重任。近年来，玉环人民医院
产科在坎门、陈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开
展“双下沉、两提升”工作，建立住院分
部，专家定期下沉开展门诊、查房、手术
等日常工作。

2017年7月，许敏主任下沉到坎门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时发现一距离
预产期还有三周的孕妇有胎动异常，遂立
即安排住院观察，并特地叮嘱该中心产科
医生，若胎心一旦不好，第一时间通知
她。

当天下午1时45分，许敏的微信收到
中心医生发来的胎心监护图像，她火速赶
往，为该产妇剖宫产下重3.17公斤的“白
雪公主”。孩子全身惨白，没有哭声，无
心跳，呼吸也微弱，诊断为死亡率极高的

“胎母输血综合征”。这种病发病率仅为十
万分之一，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做好抢救，

就意味着死亡。
清理呼吸道、吸氧、正压通气、胸外

按压、气管插管……惊险时分，许敏一边
抢救婴儿，一边指挥大家分工合作，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没有低压吸引器，许敏便用
口吸出孩子口中的羊水。争分夺秒间，孩
子心跳呼吸恢复，最终脱离危险。

“我们团队的能力多提升一点，玉环
的孕产妇安危就更有保障。”为进一步保
障产妇健康，产科团队始终不遗余力提升
业务水平。2014年至今，3名产科医师相
继取得欧洲生物反馈协会BFE一级、二级
证书，6名医师取得浙江省导乐师资格
证，1名医生取得浙江省遗传咨询师资
格。许敏擅长危重孕产妇抢救、优生优
育、不孕症、盆底康复等研究，在省级及
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主持厅市
级课题 1项、玉环市课题 1项。在不断提
高团队水平的同时，产科也不忘带动市域
助产机构的整体发展，连续三年成功申办
台州市继续教育培训班，培训学员500余
人。

对于每个家庭、每一对父母而言，新
生儿不仅是生命的延续，更是幸福的源
泉。她们把“亲情”融入救护全过程，为
众多孕产妇打造一个温馨而幸福的港湾，
用青春书写着生命的感动，用奉献丈量着
生命的长度，用一颗颗真挚的爱心托起生
命的绿洲，这就是玉环市人民医院产科团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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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科：
守护母婴健康
托起生命的绿洲

玉环市人民医院学科成就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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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科：
“镜”艺求精
“肠”想“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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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镜”在手，如火眼金睛般将胃
肠问题一探究竟；坚持患者至上，全科
如冬日暖阳般温暖照护每位病人。玉环
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凭借技术过硬，服
务贴心，始终践行医者初心使命。

玉环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最早成立
于 2000年 8月，消化内科专科病区成立
于2016年11月。2017年，消化内科评为

“双下沉两提升学科合作”先进科室；
2018年，ERCP、EMR/ESD技术被评为玉
环市首届医学学科“科技创新奖”；2019
年，ERCP技术获“推广先锋奖”；2020
结肠支架植入术、EUS在胃肠疾病诊治
中的应用获评“技术创新奖”；2020年，
消化内科成为玉环市支撑学科。

“镜”益求精精细专业服务

事成于细，业基于实。消化内科开
展的特色消化内镜诊断治疗技术，实现
了玉环内镜方面多项零的突破，譬如胃
镜下胃底静脉曲张套扎联合组织胶栓塞
术治疗食管胃底静脉曲张，内镜逆行胰
胆管造影 （ERCP） 治疗胰腺胆道疾病，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治疗早期胃肠
癌，胃肠道恶性梗阻的支架置入、胃肿
瘤内镜全层切除术（EFR）……为大量患
者解除了需转往大医院才能解决的复杂
疑难病痛。

39岁的卓女士体检发现肠道内有一
1.5 x1.8厘米大小的息肉，随后前往杭州
的医院手术切除，不料由于术后夹闭创
口的“钛夹”出现松动或脱落，出现了
致命的“失血性休克”。内镜中心主任、
消化内科副主任姚必瑜会诊后，结合系
列检查，迅速利用肠镜在满是鲜血的肠
道里找到出血点，并通过三枚“钛夹”
夹闭出血口，将命悬一线的卓女士拉回
生命线。

在医疗领域，内镜曾被看作一项检
查工具，帮助观察病变，但小小内镜不
仅辅助检查诊断，更可以治疗越来越多
复杂疾病；不仅推进了微创治疗进展，
更在内镜医学领域发出玉环强音。

“精湛的技术是服务患者的资本。我
们将在技术上追求精益求精，服务上追
求全心全意，全力解决患者病痛。”消化
内科主任裴希军说道。通过全科精细化
专业服务，2020年胃肠镜检查 20357例，
较 2019 年增长 6.41%；内镜治疗 4524

例，较 2019年增长 13.5%；三四级内镜
手术678例，较2019年增长81.28%。

凝练技术精炼学科发展

消化内科在学科带头人裴希军的带
领下，紧跟省内外消化领域发展前沿，
加强交流与合作，凝练学科方向，培养
人才队伍，大力开精准诊治、内镜微创
治疗、炎症性肠病等特色诊疗技术，加
强临床及基础转化研究，多点出击、全
面开花，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自建科以来，科室每年开展新项目
新技术。2017年开始“早期胃癌筛查”
新项目；ERCP(治疗性内镜逆行胰胆管造
影术） 获得 2018年首届医学学科“科技
创新奖；2018年开始“胃肠道息肉冷切
除术 ”新技术，EMR/ESD-内镜下粘膜
切除/剥离术获得 2018 年首届医学学科

“科技创新奖；2020年内镜微创诊治技术
在早期结直肠肿瘤防治中的应用，经胃
镜食道气管瘘支架封堵术及内镜下结肠
支架植入术、经颈静脉肝内门腔静脉支
架分流术。

63岁的应大爷被医生诊断出酒精性
肝硬化，之后几年多次患上肝硬化并发
症——“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并前往台州、杭州等多地治疗。每隔几
年就会复发一次奔走一次，应大爷苦不
堪言。2019年1月，叶丽萍团队名医工作
室的落户，消化内科通过帮扶联合治
疗，为应大爷行内镜下食道胃底静脉曲
张硬化剂联合组织胶治疗，经内镜食道
出血钛夹止血术，成功止血。

叶丽萍团队名医工作室正式落户市
人民医院，双方在医、教、研等方面开
展全方位合作。工作室成立近两年来，
团队每月定期来科室帮扶指导。直接服
务玉环广大群众数300余人次，市民在玉
环就能接受到高精尖内镜治疗。

“名医帮扶，实现高难度手术家门口
完成，将病人留下来，让病人少跑腿，
在当地就能接受到高精尖内镜治疗，是
消化内科永恒前进的宗旨。”裴希军说
道。

推广筛查 精诚“两早”理念

早筛查早治疗，消化内科坚持早筛

查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这个理念，通过
数据分析，大力宣传早治疗理念，为广
大患者提供最精准的治疗。

在“结直肠癌筛查”项目中，发现
69岁的郑老伯与侄子二人双双查出“大
便隐血”阳性，经检查肠镜进一步检
查，叔侄二人的肠中均有大小不一的多
发息肉，其中最大的直径有1厘米。在检
查过程中，医生为二人摘除了所有息肉
并送往病理检查，初步排除肠癌的可
能，解除叔侄俩的困扰。

叔侄俩参加的“结直肠癌筛查”系
浙江省 2020年民生实事项目，市人民医
院消化内科为玉环结直肠镜检查的指定
医院之一，共完成687例肠镜检查，癌发
现率 1.64%，高级别上皮瘤变发现率
0.87%，癌前病变发现率11.21%，结肠腺
瘤发现率 41. 25% ,结肠总息肉发现率
68.99%。消化内科通过“两早”理念的
施行，将仅治疗费用方面为玉环百姓节
省数百万元医疗费用，造福广大患者。

期间，消化内科联合胃肠外科“走
村入户”“下乡义诊”，为高风险人群讲
解肠癌防治相关健康知识。“忧群众之
忧，便群众之便”，为百姓送去实在便利
和健康关怀，提供精诚的优质服务，进
一步推动消化内科的优质发展。

此外，科室与温医大附一院深化
“双下沉”对口帮扶工作，开展MDT（多
学科） 合作，名医团队定期来院坐诊，
开展疑难病例查房会诊与高难度手术，
胃肠诊疗中心建设日趋完善，门诊量逐
年上升。

依托 “双下沉”合作平台，2020年
11月，玉环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成功举
办《基层健共体模式下早期肠癌防治体
系的推广应用》省级继教项目，并举办
了温台消化内科学术交流沙龙，学科科
研水平显著提高。医务人员诊疗水平提
升，患者诊疗费用大幅下降，更多的患
者选择留在玉环治疗。

目前消化内科共有 15名医师，科主
任裴希军为台州市医学会消化与内镜分
会常务委员；内镜中心主任、消化内科

副主任姚必瑜为台州市消化与内镜分会
委员兼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台州市

“211”人才。学科下设二个亚专科，分
别为消化疑难疾病诊治组和内镜微创治
疗组，中青年医师根据各自特长及兴趣
分别有超声内镜、胃肠道早癌内镜诊治
等发展方向。如今消化内科无论从设备
到技术以及名医团队的帮扶，在当地都
堪称佼佼者，获得了玉环市民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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