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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晓露通讯员 詹超群

近日，记者从区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王陈裕

处了解到，今年6月份开始，患上支原体肺炎的儿

童数量激增，仅重症住院病人就已超过100例。

而往年同期仅有3至5例，翻了20倍。此外，

往年多是3周岁内患儿得此病，以病毒和细菌感

染为主，今夏则以大龄儿童居多，最大的患儿有

13岁，且主要是因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
漫画 王怀申

辗转4家医院，最终还是
在区妇保院住院治疗

前段时间，王女士 11 岁的儿子小
天突然发热到 39℃，偶尔还会有一阵
咳嗽。一出现发热情况，王女士就带儿
子到区妇保院就诊。治疗了两天，小天
的热度退下去了，可咳嗽并不见好转。

“要么1个小时不咳嗽，要么咳起来3分
钟停不下来，能咳到吐为止。”王女士听
说区中医院小儿推拿可以缓解咳嗽症
状，便带着孩子前去试了试，也没达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么咳嗽也不是办法，王女士又带
着小天到区一院看病，挂了两天盐水。
到底是什么原因一直咳嗽？兜兜转转，
王女士又回到区妇保院，找到了儿科主
任王陈裕。根据王女士对小天病情的
陈述，王医生判断小天可能是肺炎支原
体感染。于是，让小天拍了个CT、做了
个肺炎支原体核酸检测。

检查结果显示，小天患上了支原体
肺炎。“你看，左肺是好的，右肺上半部
分被支原体感染后就没打开，表现为右
上肺不张。”王医生解释说，大部分的支
原体肺炎起初症状并不具有特异性，医
生往往不会先想到这个病因，但要是有
5天以上发热加上咳嗽进行性加重，医

生必然会考虑完善肺炎支原体相关检
测。

“病原体产生耐药后，肺炎的病程
加长。以前抗肺炎支原体治疗一般 5
天一个疗程，现在经常需要延长到 7
天，3个疗程下来，可能就会超过20天，
重症和难治性支原体肺炎病例也可危
及生命。”

王医生建议王女士立即让小天住
院治疗，可当时她对这个治疗方案不放
心，又带着儿子到浙大儿院检查。当得
到同样的答案后，王女士又回到了区妇
保院，帮小天办理了住院手续。经过10
天的治疗、护理，小天终于康复出院了！

少去人多的公共场所，
提高幼儿身体素质

今年像小天这样患支原体肺炎的
儿童特别多，王医生说往年六、七月份
是儿科病房住院病人最少的时候，可今
年夏天，来来往往的患儿几乎把 33 张
床位都占满了。

记者查询相关医学资料了解到，一
般情况下支原体感染有一定自限性，部
分轻症病人可以自愈，但出现肺部感染
者易导致机体过激免疫反应，倘若任其
发展不及时治疗，还会引发许多其他的

并发症，如胸腔积液、大片肺不张等。
因此对于支原体肺炎，还是要尽早发
现，尽早治疗。

“以往的感冒发烧多是细菌、病毒
引起的感染，相对恢复较快，但是肺炎
支原体感染比较复杂，一旦诊断明确，
家长一定要有耐心，避免疗效不太理想
就辗转各家医院检查和不规则用药，反
而会耽误孩子的治疗。”王医生说。

他提醒，肺炎支原体感染主要通过
呼吸道传播，如吸入患者咳嗽、打喷嚏
时喷出的口、鼻分泌物而感染，避免接
触感染源是预防的关键。“流行季节尽
量少带孩子到人多的公共场所，特别是
有中央空调的地方，避免交叉感染。要
保持室内通风和居住环境的清洁卫
生。”此外，还可以加强孩子的体质锻
炼，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来预防呼吸道
感染。在饮食上，最好吃熟食易消化的
东西，少吃生冷的食物以免刺激呼吸
道。最重要的还是要养成良好的作息
和生活习惯，保持口腔、呼吸道的清洁。

若孩子感冒，出现了呼吸急促，频
繁咳嗽，连续3天以上高烧不退，或者服
用退烧药数小时体温仍持续在39℃以
上 ，精神也不好，有频繁呕吐、嘴唇发
紫甚至出现惊厥等，便要高度怀疑有肺
部感染可能，需尽快到医院就诊。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章宇
文）“这几种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分
别要多少钱？”“你知不知道几种常用抗
生素的价位？”……

区第二人民医院内二科主任张绍
塘爱常常会向科室医生提出这样的问
题，难道医生除了掌握医学知识还得记
住药价？这可把新来的医生“吓坏”
了。其实，张绍塘的这一举动是用心良
苦。

初来乍到的张医生，最难
过“语言关”

张绍塘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人，2001
年以前他的生活与新登扯不上一点关
系，踏入新登前他都不知道有这么个风
景优美的小城镇。当年，他从湖北医药
学院临床医学系毕业，稀里糊涂跟着同
学到富阳市卫生局应聘，当即被富阳市
第二人民医院录取了。张绍塘记得，那
时他就拎了一只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
衣服，“就这么上班了”。

见惯了平原的他，一下就被新登的
山山水水所吸引，他觉着眼前的景色就
是想象中江南的样子。特别是新登老
街上的弄堂，弯弯绕绕，四通八达，犹如
走迷宫，初来乍到的他就迷了路。“当时
医院在新登老街上给我安排了宿舍，我
回了趟宿舍就找不到回医院的路了”。

他认为，正是山多，交通不便，相邻
村镇的老百姓交流较少，造成大家的方
言都有些差异。这也是他在新登当医
生遇到的最大困难——语言关。由于
内科以老年患者居多，他们基本不会说
普通话，听他们叙述病史与病症，有时
要把张绍塘汗都急出来。

“医生，这两天我蛮呛。”呛，是什么
意思？“医生，昨天开始我发聂。”发聂，
是发热还是发冷？“医生，今天早上肚皮
杂了。”肚皮杂，是肚子痛？靠着病人的
演示、同事的翻译、自己的琢磨，张绍塘
终于搞懂了，呛是咳嗽，发聂是发热，肚
皮杂是拉肚子。

尽管在新登待了18年，但张绍塘对
新登话还处在能听懂的阶段，张口根本
说不出来。他猜测应该是新登话的发
音方式与湖北话差距太大，他完全无法
掌握，“也怪自己没有语言天分”。

撇除语言关，张绍塘已彻底融入了
新登。从初来时的懵懂少年，成长为一
个科室的负责人，从孤身一人、背井离乡
到娶妻生子、安家于此，他说，在新登认识
最多的就是病人，病人慢慢成为朋友，有
些又成了亲戚，这么多年来，自己在新登
的生活圈是基于病人圈子建立起来的。

18年的时间，与他同来富阳的同学
都走了，唯独他还留在这里。张绍塘
说，他的一切都是新登人民给的，他不
可能离开了。

在张医生所在的病房内，
绝症患者不绝望

区二院内二科有个特点，经常会收
治一些被其他大医院回绝的癌症晚期
患者。以目前的医疗水平，无法治愈他
们的疾病，张绍塘与其科室医生尽量给
他们减轻痛苦，多给一些关怀，让他们
最后的日子能过得稍微舒心些。

无论碰见怎样的疾病，简单的或是
复杂的，张绍塘都不敢马虎。一进入这
个行业，便给了他一份铭记终生的“见
面礼”。当时他刚分配到内科不久，有
一天正值他夜班，收了一位急性胰腺炎
病人。张绍塘说，那年头还没有新手医
生规培要求，毕业就直接给病人治病，

经验不足，不懂又没敢问。给病人处理
时操作不够规范，导致这位急性胰腺炎
病人出现急性呼吸紊乱综合征。

第二天，内科主任费关良查房后得
知情况，大声骂道：“不要等人家死了，
你还不知道。”严厉的骂声一直回荡在
张绍塘耳边，随后费关良与他推着病人
进行各种检查，及时补救了自己的失
误。“医生手里掌握的不只是一个人的
生命，还有一个家庭的幸福。”张绍塘时
常这么提醒自己。

用心治病的态度，也赢得了许多患
者的赞许。前段时间，就有一位新登的
麻女士给区卫健局送去了一封感谢信，
点名表扬张绍塘与他的团队。麻女士
说，2017年8月，她年近八旬的父亲被确
诊为胃癌晚期，在杭州做了几次化疗，
父亲备受折磨，家人也不知所措。辗转
回到新登，住进区二院内二科，张绍塘
最大程度减轻了她父亲的痛苦。虽然
麻女士的父亲最后还是走了，但一想到
那段时间张医生对父亲的照顾，麻女士
依然觉得很温暖，想好好感谢张医生。

感谢信转至张绍塘手中，他却想不
起那些细节，“或许是我给了家属一些
医生的意见，老人走得也很安详，也可
能是我多去病房看了几次，问他有没有
什么需要。”这些在张绍塘看来是非常
普通的事，并不会刻意去记住。

他感动着病人，病人同样也会感动
他，给予他勇往直前的力量。直至今
日，他还记得那个傍晚，他转到病房里，
见到一名戴着氧气面罩的男子在给女儿
讲解着作业。“这名病人才30多岁，但已
是肺癌晚期，在上海、杭州等大医院做过
手术与放疗，治疗效果不好后就回到了
我们医院。”过了十几年，张绍塘还记着，
是因为他知道肺癌晚期病人吃饭、说话
都很困难，更别说给孩子辅导作业了。

“这是父亲的爱与责任，再难他也要陪
伴女儿，那么医生的责任就是好好给病
人治病，也没有理由退缩。”张绍塘说，
这股正能量帮助他渡过了很多难关。

6年，服务人次翻3倍，药
占比从55%降至35%

康慧思是内二科新来的年轻医生，
每每遇到张绍塘询问药价，她心里难免
有些紧张。“就像是读书时候的突击考
试，没有心理准备的，脑子容易一片空
白。”有了一次经验，康慧思便会有意留
意内科常用的药物价格。

为何会有考别人药价的习惯？张
绍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他真的不是
要为难年轻医生，考的都是内科常用药
物价格，就是希望他们以后开药时能够
注意下价格。“如果两种药物药效是一
致的，贵的药品与便宜的药品都能达到
疗效，为何我们就不能给老百姓省点
钱，开个便宜一点的药呢？”

也许有人会觉得医生一定会开贵
的药，根据张绍塘的经验，他表示这不
一定是医生故意为之，只是有时候坐诊
看病比较忙，系统中跳出两种同药效的
药物，医生是随意选择了其中一种，可
能恰巧就是贵的那个。而在日常工作
中，就有意培养年轻医生对药品价格的
敏感度，这也有利于帮老百姓降低看病
开支。

这真的会有效吗？区二院对内二
科的数据统计显示，2012年3月—12月
出院人次是485人次，均次费用为8731
元，药占比 55.9%；2018 年 1 月—12 月，
住院人次是 1525 人次，均次费用 7820
元，药占比为35.1%。6年里，药占比下
降20%，相信也有张绍塘的一份功劳。

新登有个爱考同事药价的张医生
他努力为病患减少痛苦，为百姓减轻看病负担

本报讯（记者 谢雨天 通讯员 王丽敏）
昨日，“助力垃圾分类 邻里相亲相爱”主题
晚会在鹿山街道山水社区上演，吸引了大
批居民参与。此次活动由区审计局、鹿
山街道办事处、鹿山街道山水社区共同
举办，获得了多家共建单位的指导、支持。

晚会现场播放了《山水社区大党委
制在行动》等宣传视频，晚会节目更是以
接地气的舞蹈、舞台剧、相声等表演方
式，讲解当下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及必要
性，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识。

今年以来，山水社区以大党委制为
依托，充分发挥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单位
参与共建共享的作用。晚会现场为山水
社区10名民情联络员颁发聘书，为区审
计局“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公积金富
阳分中心“环保志愿服务队”等10家辖区

单位志愿服务队授旗。与此同时，活动
现场还正式成立鹿山街道山水社区志愿

服务队，筑牢群众基础，共建共治共享，
助力高水平社会治理。

党建引领单位共建 助力社区垃圾分类

志愿服务队授旗仪式

支原体肺炎患儿数量
比往年同期翻了20倍
儿科医生建议：少去人多的场所，加强孩子体质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