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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文化

近日，一位 15 岁的花季女孩坠
楼，腰椎爆裂性骨折伴脊髓损伤，截
瘫，失血性休克，气胸，创伤性湿肺，
足踝、肋骨、腿等 8 处骨折，命悬一
线。烟台山医院小儿骨科、脊柱外
科、SICU 、急诊科、手术室、麻醉科
等科室的 10 多位医护人员携手，日
夜抢救，与生命赛跑，终获成功，女
孩脱离危险，顺利出院并开始功能
康复。烟台山医院危重创伤救治再
创医学奇迹。

四天四夜多学科奋战
救回坠楼少女

当晚 7 点，15 岁的花季女孩李
平从四楼坠下，立即被送到当地医
院，当地医院拍片提示脊柱及足踝
多发骨折，被急送烟台山医院，急诊
科和 SICU 林生副主任立即给予以
输血、清创、抗感染等抗休克治疗稳
定病情。面对下肢和足踝骨折，当晚
小儿骨科慕明章主任、唐伟、王清
防、李文亮立即为李平实施左右踝
骨折—脱位清创缝合 + 闭合复位外
固定架固定术。

腰椎 CT 可见腰椎第一至第四
节骨折，腰 2 爆裂骨折脱位，椎管内
骨块，神经压迫严重。手术难度和风
险极大，经过周密准备，烟台山医院
脊柱外科张剑锋副主任医师带领团
队行胸 12 至腰 5 固定，共 12 枚螺
钉，椎管减压，内固定。术中可见腰 2
骨折较重，骨折块挤入神经，硬膜撕
裂重，脑脊液漏，部分神经根及马尾
神经根断裂。给予减压，顺利取出骨
块，修复神经及硬膜。

病情稳定后，慕明章主任团队
又为李平实施了二期手术，双踝关
节 pilon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为
了花季女孩，连续四天四夜，烟台山
医院多个科室 10 余位医护人员倾
尽全力救治，终于将女孩从死亡线
上拉了回来。

不要以身试“跳”，抱憾终身

小儿骨科慕明章主任介绍，每

年医院都会收到坠楼的青少年，坠楼
事件多发于 13-17 岁青春期的孩
子。 青少年具有思维活跃、求知欲
强的特点，但因为一些家庭因素、社
会因素、校园欺凌、学习问题等，遭遇
挫折可能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
绪，严重者可有重度心理障碍，甚至
产生厌世、轻生念头，造成难以挽回
的伤害。除教育孩子乐观处事外，挫
折教育尤其重要，及时疏导不良情绪
很有必要。慕明章主任呼吁家长和
全社会共同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早
预防，早识别，早治疗。一旦发生意
外损伤，及时科学的救治至关重要。

烟台山医院脊柱外科张剑锋副
主任医师指出，高处坠落伤的青少年
患者多是一时冲动跳楼，这类患者年
少无知，无知者无畏，不知道后果严
重性，往往事后患者才知道严重性，
后悔。高处坠落伤属于高能量损伤，
多是多发伤、复合伤，致残致畸致死
率高，对于患者及家庭都是灾难。张
剑锋心痛地告诫学生们，不要以身试
“跳”，抱憾终身。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
家长要先改变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青春期的孩
子有心理问题？心理专家吕翠副主任
医师告诉记者，有生物因素，如遗传
因素，青春期的孩子易冲动等。再是
社会原因，如社会竞争激烈、网络、游
戏、名人跳楼的不良暗示等。

吕翠强调，家庭与家长的原因是
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每
个家庭都是孩子的“原生家庭”，是
孩子成长的基石。而当前家庭的过分
宠爱、过分保护、过分包办、过分纵
容，废掉了孩子的生存能力与调节能
力。而且，许多孩子没有起码的社会
公德与道德，责任感缺失。同时，许多
家长浮燥焦虑，有夸大生存焦虑和焦
虑传递的“踢猫效应”。“踢猫效应”
是指对弱于自己或者等级低于自己
的对象发泄不满情绪而产生的连锁
反应。还有，离异家庭和夫妻关系紧
张的家庭要格外警惕，避免伤害孩
子。再还有教育体制的原因，家长和

学校过分重视“分数”，老师和家长
的压力传递给孩子，甚至打骂孩子，
学校的欺凌事件等。

吕翠副主任医师建议：一、孩子
要及时觉察自己的状态，可对同学、
朋友、知己、爱人及父母等诉说，寻求
支持。二、可进行跑步、游泳、爬山等
有氧运动；也可进行唱歌、画画、书写
等进行自我情绪疏泄。三、避免自己
给自己贴标签，自己不能解决时，可
求助专业心理医生等，必要时到医院
排除器质性病变。

家庭方面，父母要先自省，正确
审视自己的情绪状态，有心理问题及
早就医。做父母前就提前学习、成长，
不要把自己的意愿、人生目标强加到
孩子身上，要学着尊重孩子，平等交
流。家长要“放手”，培养孩子的自理
自立能力。家长要教育孩子有“底线
思维”，自己要以身作则，遵守社会
公德和道德，如上课认真听讲，不打
扰同学，不拿别人的东西，不欺负同
学、乐于助人、有责任感等等。父母
要避免夸大生存焦虑和焦虑传递的

“踢猫效应”。一般而言，总是心理功
能弱势的一方向心理功能强势一方
投射焦虑。比如，在亲子关系中，孩子
向父母投射焦虑，父母承受和帮助孩
子化解焦虑。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很
多父母可能不仅不能较好的调节自
身的焦虑，还将自己的焦虑传递到弱
小的孩子身上。所以会出现一些父母
总是抱怨孩子没有配合自己、没有理
解自己，而没有从自己是否了解和体
会孩子的角度出发，这也就是心理学
中常谈到的孩子心理“反哺”父母的
现象。所以父母的焦虑问题需要自己
来“看见”和处理，及时求助专业医
生。这样父母才能兜得住孩子的情绪
变化，给孩子相应的支持。作为学校，
要不断探索创新教育方式，共同助力
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

许多青春期的孩子经心理治疗
好转后又出现反复，吕翠强调，家长
要先改变，从自身做起，审视自己，加
强学习，转变观念，改变自己的一些
不良习惯与行为，给孩子一个良好的
成长环境。 【宣传科 小儿骨科】

花季少女坠楼命悬一线！
烟台山医院多学科抢救再创生命奇迹

热血送暖，为生命接力。烟台山
医院日前组织了三场无偿献血活动。
300 多名医务工作者无偿献血 6 万
多毫升，彰显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
伤、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

医疗工作，是与健康关系最密
切的职业；医者仁心，深知生命的可
贵。

在烟台市烟台山医院门诊大楼
前的献血车上，有院领导、医生、护
士、行政后勤工作人员，有刚下夜班
的医务人员，还有赶在上班的间隙交
替着前来参加无偿献血活动。在医
院里，他们是让人敬佩的健康守护
者；在献血车上，他们都说自己是一
名普通的献血者。

“在危急时刻，输血是极为重要
的抢救方式。多一袋血，生命就多一
丝希望。”骨科主任医师王丹第四次
来献血时说。在骨科，医生每天都要
处理大大小小的手术，手术中常常偶
发患者大出血，经常出现紧急输血的
危急情况，王丹主任对血液关乎生命
的重要性也深有体会。脊柱外科刘
建青主任、血透室林崇亭主任、保卫
科王彦明科长、宣传科邢守林等医务
工作者也积极加入到献血队伍中，为
临床用血贡献力量。

许多青年医务工作者主动加入
到献血队伍中，药剂科曲宏伟、急诊
科柳海滨、手外科付胜强、科研科潘
晶、生殖医学中心郑建波、放射科盛

辉、产科刘晶影、院办孙樱丹… …献
血过后，得知自己的血液被用于救
治莱阳患者时，财务科陈祥升副科
长说：“为莱阳人民的健康作贡献无
比幸福。”像他们这样一直坚持无偿
献血的医务人员在医院还有很多，
体现了医务工作者崇高的职业道
德、表率作用和用献血拯救生命的
实际行动。

在无偿献血活动中，股股暖流在
空气中流动，无限的爱心在每一位献
血者的心中传递。在此，烟台山医院
也呼吁广大爱心人士及团体单位积
极参与无偿献血活动，为保障临床用
血奉献一份爱心。

【工会】

热血送暖，医院 300余名职工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近日，烟台山医院脊柱外科专
家王静杰走进烟台一中南校，为学
生们作了一场题为《挺直花季腰杆》
的健康公益讲座。入心的哲理、丰富
翔实的内容激励感动了学生们。

王静杰首先通过介绍自己的从
医经历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学习
收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
小流，无以成江海。他告诉同学们，
自己今天的医学技术源于从小的努
力学习和艰辛的付出，希望同学们
从现在做起，踏实学习、厚积薄发，
用自己的所学帮助他人，做一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

当前，许多学生坐姿、站姿不正
确，甚至许多孩子回家后“葛优躺”。
王静杰指出，坐姿不正确，短期会导
致脊柱两侧的肌肉受力不平衡，引
起肌肉疲劳，造成腰疼、颈部酸痛。
长期的肌肉受力不平衡，会导致脊
柱两侧的肌肉强度不均衡，躯干习

惯性偏斜，久而久之，造成脊柱骨骼
弯曲，即脊柱侧弯。脊柱侧弯可使患
儿的一侧肺组织受压，生长发育迟
缓，寿命大大缩短。轻度脊柱侧弯的
患儿可佩戴支具矫治，严重侧弯则需
要手术治疗。早期发现是防治的关
键，在 8-15岁的高发年龄人群进行
筛查，自己可对照镜子观察自己的双
侧肩膀高度是否一致，家长可观察孩
子后背部是否存在一侧高，一侧低，
后背部是否有“大包”，有症状的孩
子要及早找专业的脊柱外科医师进
行检查。

如何在“花季”的年龄保护脊
柱？王静杰指出，要从“坐”开始，坐
时要挺直脊梁，前后观要笔直，侧面
观要抬头，挺腰。加强运动，锻炼脊
柱两侧的肌肉，团体球类运动可锻炼
肌肉的协调，游泳能锻炼平衡双侧躯
干肌肉。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专
业核心肌肉训练。

淹溺是我国人群意外伤害致死
第 3 位死因，儿童与青少年中淹溺
是导致引起心脏骤停的首要原因。
王静杰介绍，自救时身体抱成团，深
吸一口气，把脸浸入水。如果是路人
遇到有人溺水，非专业急救人员一定
不要慌忙下水，要呼救最近的专业急
救人员，并拿起身边的漂浮物，如塑
料水瓶 3-5个，塑料袋包扎后扔给
溺水者。当溺水者被救上岸后，要保
持呼吸道通畅，去除口鼻异物，清除
呼吸道内的水。救出的溺水者若心
跳、呼吸已停止、应立即进行心肺复
苏术（CPR)，立即呼叫 120，急送医
院进一步抢救。对于头及脊柱损伤
的淹溺者转运要采用木板或浮力担
架移送病人。王静杰现场讲解了心
肺复苏的操作要点。

手割伤了流血怎么办？王静杰
告诉同学们，不要用毛巾或布条勒紧
手腕或手指，勒紧手腕、手指会造成

手部缺血，甚至坏死。正确的方法应
是用毛巾或纱布直接压迫出血部位，
并迅速呼救就医。

讲座结束后，王静杰与学生进行

了互动，并解答了同学们的疑问。最
后，王静杰勉励孩子们，“好好努力，
愿你们在花季灿烂地绽放。”

【宣传科】

挺直花季腰杆！烟台山医院脊柱外科专家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