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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
责编/胡晓新 叶飞 审读/刘云祥 美编/徐哨

大健康 2021年7月23日 星期五 广告

本报讯（记者 程鑫 通讯员 马
蝶翼）今年1月19日，怀孕27周的林
女士因双胎输血综合征转至市妇儿医
院。该并发症胎儿死亡率高达70%以
上，孕妇也随时会因胎膜早破而危及
生命。该院多学科团队对林女士实施
了宁波首例胎儿宫内羊水减量手术，
帮助母子三人脱离了险境。最终，林
女士在羊水减量后成功保胎一个多
月，双胞胎宝宝顺利出生——近日通
过产后回访发现，林女士的双胞胎儿
子发育良好，这一结果让当初市妇儿
医院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倍感鼓舞。

28岁的林女士是初次怀孕，还是
双胞胎。怀孕27周时，林女士因腹胀
难忍到当地医院就诊，随即被转到市
妇儿医院。检查发现林女士腹部明显
膨隆，与孕周不符。产科大科主任陈
安儿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判断孕妇
可能是双胎输血综合征，这是单绒双
胎的一种特殊并发症。

超声会诊证实了这一判断：大胎
儿羊水非常多，深度几乎达到16厘米，
而小胎儿羊水则明显减少，深度不足
2厘米，如果不及时干预，两胎儿的死
亡率高达70%-90%，而孕妇也随时可
能发生胎膜早破，大量羊水瞬间流出，
危及生命。更糟糕的是，超声显示随
时都有流产的可能。

陈安儿主任召集胎儿医学中心、
产房和超声科多名专家共同商讨，最终
对林女士实施了超声引导下的宫内治
疗，双胎羊水减量术，匀速抽吸羊水共
计1500毫升，改善了孕妇的压迫症状，
降低子宫张力，缓解了孕妇的不适。这
是该院实施的首例胎儿宫内手术。

最终，孕妇在羊水减量后成功保
胎1个多月，到“31周+3”成功分娩两
男孩。出生时“阿大”体重1.95千克，

“阿小”也达到1.7千克，较刚入院时的
预估体重几乎增长了1倍。幸运的是，
两个婴儿出生时虽然体重偏轻，目前
健康状况良好。

市妇儿医院胎儿医学中心副主任
田丽蕴介绍，随着辅助生育技术的运
用，双胎甚至多胎的孕妇明显增多，发
生特殊并发症的几率也随之增加，因
此提醒多胎孕妇要加强产检，孕期到
四五个月后，最好两个星期就做一次
超声检查，有些特殊的甚至一个星期
就要做超声，以便及早发现类似林女
士那样的特殊并发症。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大年三十
晚上，和大部分中国家庭一样，翁
琦璋正和家人聚在一起，热火朝天
地张罗着年夜饭。

突然，手机铃响，电话那头传
来一个为难而又焦急的声音：“翁
医生，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打扰你过年了！但是老头子痰卡
住了，呼吸不上来，能不能麻烦你
来一趟？求求你了！好歹让他把
年过了……”

翁琦璋知道，这是一个年过八
旬、靠呼吸机勉强维持的大爷，对
于“最坏的那天”，其实家人早有心
理准备，但能把年过了，对于家人
多少是个安慰。翁琦璋二话没说，
挂了电话，便撇下家人匆匆赶到大
爷家里，给大爷吸了痰，他才又回
到自家的年夜饭桌上。

虽然不久后，大爷还是走了，但
能让老人度过大年三十，也算让生
者少了些内疚，让离别“轻”了些。

让离别“轻”些 让生者“暖”些
病人家属：人生最后一道关，要让翁医生来把

“我们当医生的，不仅要治病，还要治心，不仅要安慰好生者，也要让逝者走得安心。”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在海曙区古林镇，每当家有老人临终时，镇上人总会

想到一个人——他就是该镇卫生院院长翁琦璋。

双胎孕妇
出现严重并发症
胎儿宫内术挽救母子仨脱险境

1992 年参加工作时，古
林镇卫生院就是翁琦璋行医
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一
待就是30年。如今，即使走
在古林镇的菜市场里，大家也
都认识他，敬老院的老人们看
见翁医生来了就高兴。一直
坚持开门诊的他，一周开3个
半天的专家门诊，在因疫情限
号前，每次门诊大概五六十号
病人，中午院里最晚吃饭的总
是他。

他总是很舍得在病人身
上花时间。“当基层的全科医
生，就是要细细观察、慢慢引
导。很多病人的问题可能不
在生理上，而在心理上，所以
除了问症状、问病史，家庭、孩
子、月经、睡眠等情况我都常
常问。”

有一位患了老年痴呆症
的病人，三年前翁琦璋就在门
诊中观察出了前兆，给家属打
了“预防针”；谨慎又焦虑的病
人，因为如何吃药的问题，反
反复复跑来问10多遍，他就
一遍遍耐心解释；70多岁的大
妈被诊断为急性心梗却不愿
转诊、想就地打针了事，他就
亲自打电话给她儿媳妇，千叮
万嘱；有的病人检查一切正
常，却总觉得自己浑身难受、
得了大病，他就“拐弯抹角”地
引导她反思自己心理、性格上
的问题……

已经担任院长多年的他
说：“院长只是行政职务，医生
才是我的终身职业。病人们
也一直叫我‘翁医生’，而不是

‘翁院长’。做医生带给我的
成就感比做院长更大。”

见习记者 徐露清 文/摄

在古林镇上，还有一对老夫
妻，老大爷96岁，老太太 94岁。
老两口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
就是要加起来达到200岁。来看
病时，翁琦璋常和他俩开玩笑：

“你们两个人都到100岁的时候，
要请我吃饭的哦！”逗得老两口咯
咯直笑。

开玩笑，是他和病人习以为常
的相处方式，遇到有悲观的病人说自
己“不行了”，他说“你钱拿来押着，我
跟你打赌，你再活三年没问题的”。

不久前，老太太不幸中风，陷
入昏迷，还出现了肺部感染。老大
爷束手无策之际，又找到了翁琦
璋，请他去家里看看自己的老伴还
有没有救。看过后翁琦璋认为，以

老太太的年纪和身体状况，转院已
经没有意义，强行插管更是遭罪。

“今天马上走应该是不会的，但什
么时候痰哽住了，就没了。”他希望
老大爷有个心理准备。

果然，第二天凌晨，老太太就
走了。再次见到老大爷时，翁琦璋
还是开玩笑：“老伴走了，现在200
岁的目标靠你了哦！”大爷呵呵笑。

“我们把要走的人送走了，活
着的人总也要安慰好。”翁琦璋说，
开玩笑也是为了给病人和家属信
心，总该让生者“暖”些。

像这样临终前特别的“上门服
务”，多的时候，一年有十几次。大
家总说，人生的最后一道关，让翁
医生把过，行或不行，都安心了。

让生者少些内疚

喜欢和病人开玩笑

舍得为病人花时间

翁琦璋医生在给患者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