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支持：
荆州市胸科医院肝病科主任刘昌华 副主任医师

肝病患者的饮食
读者咨询：
肝病患者饮食要注意哪些方面？

刘昌华主任回复：
肝病患者饮食除遵守所有肝病病人饮食治疗中的

“高蛋白质、高热量”原则以外，还要低盐、高维生素。这
是因为慢性肝炎及肝硬化病人体内易发生水、钠潴留，
且常缺乏多种维生素如维生素A、维生素C、维生素E
等，病人可通过摄入黄绿叶蔬菜以及豆类制品来达到补
充的目的。酒精性肝硬化病人体内往往缺乏维生素B1、
维生素B2、叶酸等B族维生素，要补充这类维生素，可将
主食改为富含维生素B1及叶酸的胚芽类。

荆州日报出版

05

健康 荆州

Health Jingzhou
2015年10月30日 星期五

第142期

责任编辑：郭江峰 美术编辑：向晨曦 刘 颖

荆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始建于1980年，35年间，这里走出了一批令人尊敬和信赖的
健康使者，他们始终秉持着“大医精诚、格物致知”的高尚情操，用大医大爱履行着救死扶伤
的崇高使命。


本栏目由 合办荆州市卫生计生委

荆 州 日 报 社

李 江 ，主 任 医
师。从医逾 30 年，
擅 长 中 西 医 结 合
治 疗 儿 科 多 发 病
及疑难杂症，对易
感儿难治性哮喘、
上 气 道 咳 嗽 综 合
征、多动症等有独
到 的 见 解 。 创 立
李 氏 二 指 禅 捏 脊
法 防 治 儿 科 多 种
疾病疗效显著。

1984年，李江来到荆州市中医医院
从事内科工作，由于那时的儿科医生较
少，一年后便被分在了儿科。经过接触，
李江对儿科越来越感兴趣，也发现它非
常具有挑战性。

至今，李江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临
床工作30余年。先后在北京、上海进修
学习。“大医精诚”作为李江的座右铭，时
刻提醒他要做一个优秀的好医生，要有
敬畏生命的心态和关爱老百姓的情怀。
他说，目前很多病人存在着盲目求医的

心态，每次病人前来就诊自己都会跟病
人讲解如何正确对待疾病，指导病人如
何正确就医。“一个病人，若能碰到适合
并了解自己病情的医生，并得到很好的
治疗，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他说，希望
病人在求医的问题上少走弯路，同时尽
量做到让自己看过的病人不走弯路。

当谈及从医多年中印象最为深刻的
一件事时，他说，多年前，一位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的女孩，不到2岁，特别聪明，
除了不断的发烧以外，并没有其他症状，

当时该女孩的家长十分着急。经人介
绍，该女孩的家长找到李江后，经过商
榷，他给这位女孩调整了治疗方案，不
久，女孩的高烧退下来了，且之后再没有
发过病。25年后，这位已经在北京工作
的女孩，至今充满感激。

前不久，一个3岁多的男孩，高烧不
退，咳嗽，家长带着小孩去了各大医院，
用了最好的药物，吃药打针后高烧还是
退不下来，并且找不到疾病的根源。该
小孩的家长找到了李江，李江看了该小

孩的症状后，确诊为上气道咳嗽综合
症。果然，经过重新验血检查，确实如
此，李江建议，重新调整就诊方案，经过
几个疗程后，该小孩就完全治愈了。家
长称：神医啊！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有中医治未
病的思想。”李江说，目前，有85%的人群
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其中有10%的人处
于疾病状态，只有少于15%的人群处于
健康状态。要在处于健康状态时，就要
有防未病的准备。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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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医技立名 精诚大爱立德
——记荆州知名中医、荆州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李江

□ 通讯员 胡国英 张友志

做核心技术的领跑者
——记荆州市中心医院、湖北省省级重点专科泌尿外科

□ 记者齐倩琼 通讯员鲁萌

荆州市中心医院“新技术服务老百姓”系列报道

历史悠久 品牌技术实力雄厚

荆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成立于
1980年，2003年被湖北省卫生厅授予“湖
北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光荣称号，是一
个集医疗、科研、教学及预防为一体的综
合性科室。

作为鄂中南地区区域医疗中心，荆
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深厚的科研学术底蕴。科室现有医护
人员48人，其中，硕士生导师1名，高级
职称8名，中级职称3名，副主任护师1
名，主管护师7名，博士3名，硕士研究生
8名，是一支技术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健
全合理的医学专业学术队伍。

目前，该院泌尿外科辖有泌尿外科
专科、专家门诊室，门诊泌尿男科诊治中
心（体外震波碎石室、泌尿外科B超检查
室、勃起功能检查室、治疗室、盆底肌生
物反馈治疗室等），住院部两个病区，独
立泌尿内腔镜手术室，病床80张，年门
诊量1.5万余人次，年大中手术2000余台
次。科室设立微创泌外、结石、肿瘤、尿
控学、小儿泌外等学组。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泌尿外科
知名老专家李金华教授的带领下，荆州
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独立建制，开展传
统开放式手术，包括膀胱切开取石术，肾
输尿管结石切开取石术，精索静脉高位
结扎术，睾丸、精索鞘膜积液的手术、隐
睾下降固定术等，少量开展了耻骨上和
耻骨后前列腺开放切除术、膀胱肿瘤膀
胱部分切除术、肾切除术。

随后，在张先觉主任的带领下，荆州
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治疗的领域逐步扩
展，尿道修复的技术更加成熟，复杂性尿
道下裂、长段尿道狭窄的治疗效果满意，
开展了肾肿瘤的根治性治疗、肾上腺肿
瘤的开放切除术、膀胱癌的根治性切除+
肠代膀胱术等，并逐步开展前列腺癌的
根治性切除术、膀胱阴道瘘、膀胱直肠瘘
的修复手术。1993年还开展了异体供肾
肾移植手术，2003年开展了活体亲属供
肾肾移植手术。

与时俱进 微创铸造专科特色

微创手术的成功开展，使许多原先
需要剖腹开胸的大手术变成了创伤极小
的小手术，深受病人欢迎。

1990年开始，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开
展，荆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的腹腔镜技
术同步开展，由简单的精索静脉曲张高位
结扎、肾囊肿去顶术等，到熟练开展腹腔
镜下前列腺癌的根治性切除术、肾部分切
除术、肾上腺肿瘤切除术、肾切除术、肾癌

根治术、后腹腔镜下肾输尿管切开取石术
等。特别是对泌尿系结石疾病的治疗手
段更加丰富，复杂性肾结石的微创治疗更
加熟练，并逐步开展了输尿管软镜治疗复
杂性肾输尿管结石等疾病。

2011年，荆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
腔镜手术中心挂牌成立，成为我省起步
最早、技术发展较成熟的泌尿专科。

据荆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现任主
任、主任医师周家杰介绍，近年来，泌尿
外科先后在开放手术、腔内泌尿外科技
术、腹腔镜泌尿外科技术、体外震波碎
石、小儿泌尿外科、尿控学、男科学、肾脏
移植等八大领域开展了多项新业务、新
技术；尤其是腔道泌尿外科技术和泌尿
外科腹腔镜技术已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部分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微创后腹腔镜技术以其创伤小、痛
苦轻、恢复快等优点，正逐渐取代传统的
外科手术方式，也慢慢被患者所接受。
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采用微创后腹腔镜
技术开展的一系列先进手术使泌尿疾病
的治疗水平产生了飞跃式的发展，小切
口的优势得以完美体现。周家杰在荆州
市率先采用腔镜技术+钬激光碎石治疗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替代了

传统的开放手术，并在我市率先开展腹
腔镜下前列腺癌根治术，为广大患者带
来了福音。

造福患者 尿道整形技术娴熟

近年来，小儿泌尿系统畸形发病率
有所上升，这样的状况也日益受到人们
关注。

周家杰介绍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在前辈李金华主任的带领下，该科就
已开展了微创技术修复尿道的动物实验
研究，选用膀胱粘膜、包皮内板、阴囊皮肤
等修复尿道，并将微创技术应用于小儿尿
道下裂的修复，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被鉴定为国内领先水平，并获得省政府科
技进步三等奖。

家住松滋的10岁女孩小艺，因为经
常尿裤子，在学校怕小伙伴笑话，变得非
常自卑、孤僻，还常常逃学，是老师眼中
的“问题”学生。

直到今年3月家人带着小艺到市中
心医院泌尿外科就诊后，经过检查，才发
现小艺体内竟然比别人多了一个肾(重复
肾)，且此肾的输尿管还“开错口”，开在了
外阴部。这种异常的身体状况导致小艺

每天不断地从阴部滴下小尿滴，即使刚
上完厕所，尿液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滴出
来，使得小艺会阴部红肿、皮疹，身上还
总带着一股尿骚味。

为了使小艺尽快步入正常的生活轨
道，周家杰主任为小艺进行详细地检查
后，决定采用微创腹腔镜技术进行手术
治疗——在小艺的腹部打了3个小洞，成
功切除了小艺多出的那个肾和长错位置
的输尿管，让她从此彻底摆脱“尿裤子”
的生活。

据悉，目前荆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
已成功开展200多台尿道重建、功能整形
手术。该科腹腔镜下重复肾切除术，在省
内属于领先水平。该科精湛技术和上乘
服务赢得了越来越多患者的信赖。

周家杰（左一）与德国专家同台手术。

“全国健康教育优秀巡讲专家”

市妇幼护士长上榜
本报讯（通讯员邹正华 陈萍）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获

悉，在省卫计委日前召开的2015年度“中央补助地方健康素
养促进行动项目”启动会上，该院孕婴中心护士长李德姣获
得全国健康教育优秀巡讲专家荣誉称号，全省仅有两人获此
殊荣。

据了解，2014年，湖北省健康促进与控制吸烟学会在全
省范围内开展健康教育巡讲专家推荐活动，李德姣以95.97分
在荆州市直各医疗机构的11名讲师中名列榜首，被市健康办
聘为市级健康教育讲师，同时推荐为湖北省健康巡讲专家，
并制作了讲课视频报省疾控中心。经评选，其讲课视频作
品，从全省各地市州的138份作品中脱颖而出，被推送全国参
赛。我省有2人获全国优秀巡讲专家荣誉称号，李德娇就是
其中之一，另一位是来自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科主
任、三峡大学硕士生导师张希洲。

创新举措 全员竞技
□ 记者 刘蜜 特约记者龚天佐 汪振华

从规划部署到落地实施，荆州市中医医院在履职尽责这
一主题上打开了“万花筒”，各科室、各部门、各服务窗口全员、
全程、全方位围绕改善医疗服务、改进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措
施积极行动，形成让人目不暇接的优质服务“风景线”。

为创新活动载体，强化服务性质，荆州市中医医院工会组
织开设太极拳、太极剑、五禽戏学习班，服务患者身心健康；门
诊部开辟中医文化长廊，举办中医大讲坛，让患者融入中医文
化，提升患者健康意识；脾胃肝病科积极发挥学科带头人优
势，建立严光俊劳模创新工作室；针灸康复中心与市残联携
手，成立我市残疾人康复培训中心；成立治未病科，发挥中医
理念与中医药优势，致力于广大患者实现“不得病、少得病、晚
得病、不复发”的健康目标；药剂科推出代煎中药及其他药品
快递服务，消除患者等候代煎中药以及外地患者购买该院自
制药剂的不便……

对内提倡创新服务举措落地，对外服务“健康荆州”大
局。在践行履职尽责过程中，荆州市中医医院时刻牢记公益
性质，定期组织医疗专家，开展“健康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
进企业、进家庭”活动，目前开展健康讲座和义诊50余场，惠
及群众5000余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