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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写剧本拍视频 起床弯腰穿鞋也要分步走

市中心医院上线“防跌倒”有趣短片
■通讯员 朱佳超
弯腰找鞋跌倒、独自起床跌倒、床头
柜拿东西跌倒……跌倒的发生远比想象
中容易。
有统计显示，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
跌倒的发生率约为 33%，其中 20%-30%
的老年人曾经遭受中度到重度跌倒所致
的损伤。跌倒，已成为老年人非致死性损
伤和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尤其对于老年病人来说，他们常常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而
且多数老年病人在服用一些药物后可能
导致头晕、乏力的症状，相较于普通人，出
现跌倒的风险更高。
预防跌倒，也是护理工作的一块重要
内容。尤其对于老年病人来说，跌倒之
后，不仅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还会伤
害老年人自信，即使没有发生损伤，对于
跌倒的恐惧也会影响他们对正常活动的
信心。
“此前，对于患者的宣教，我们会采用
口头宣教，发放一些宣教资料，但是宣教
的效果并不好。口头的宣教可能偏于抽
象，文字的资料对于老年病人来说，阅读
起来也有难度。”市中心医院（浙江省人民
医院海宁医院）护理部主任葛明玉这样分
析，
“ 经过对近几年患者跌倒事件的统计
与分析，我们发现跌倒的病人虽有不同，
但跌倒的场景却有不少是相似的。”
葛明玉总结了 6 种容易引发跌倒的
情景，包括弯腰找鞋导致跌倒、晚上独自
起床引发跌倒、床头柜取物导致跌倒、轮
椅转换方法不当导致跌倒、体位性低血压

谁说只有老人才掉牙
牙齿松动的四大原因
年轻人也有
■通讯员 戚海潮

短片拍摄现场。
导致跌倒和家属解除约束后烦躁病人坠
床等。
针对这 6 种情况，护理质量与安全委
员会的护士长们一起设计场景，护士积极
报名参与拍摄。
“在剧本设计过程中，特别
重视预防跌倒的个人技能展示，同时加入
一些预防行为中经常出现的困难和障碍，
用错误做法和正确示范进行对比，来纠正
病人和家属的错误观念。”
比如起床后弯腰穿鞋这个事情，通过
视频，对预防性动作进行拆解，从睡觉时
应当拉起床栏，到鞋子的正确摆放，让病
人和家属知道应该怎么做，促使他们重视

细节，改变观念，形成良好的习惯。
“视频的展现，更加生动形象，尤其对
于老年病人来说，更加容易接受，加深记
忆，也更能遵从一些预防性的动作。”目
前，这个自编自导自演的“防跌倒”短片，
已经正式登陆市中心医院的各个护理单
元。病人们可以通过电视、平板等工具，
方便直观地“学习”预防跌倒的技能。
在观看视频的基础上，护理人员再结
合图文手册讲解，并以提问形式增强记
忆，使病人和家属充分了解跌倒发生的原
因，明白自己是高危人群，进一步提升对
跌倒的防范意识。

临产有哪些征兆 遇到这几点就是快生了
■通讯员 徐林晓
预产期前后，宝爸宝妈总是如临大
敌，既怕孩子早产，又怕孩子晚产。走不
敢走，动不敢动，生怕宝宝会突然降生，一
连折腾好几天，宝宝还是一点动静都没
有，孕妇和家属倒是筋疲力尽。
很多新手爸妈们都不知道，其实宝宝
出生之前是会向我们发出信号的。那么
究竟孕妇身体出现哪些症状才说明宝宝
快要出生了呢？今天，市妇保院的医生就
来聊一聊。
见红

■通讯员 祖蔚绮

孕妇在分娩前 24～48 小时内，子宫
颈口开始活动，使毛细血管破裂而排出少
量血，这种血性粘液便是“见红”。
如果只是淡淡的血丝，量也不多，孕
妇可以留在家里观察，平时注意不要太过
操劳，避免剧烈运动就可以了。
如果流出鲜血，量大，或者伴有腹痛
的感觉，那就要马上去医院待产了。
腹痛
这里的腹痛是指有规律的子宫收缩，
宫缩是临产的主要标志。
宫缩先由弱变强，维持一定时间后又
逐渐减弱直至消失。最初是每隔 20～30

分钟出现一次，之后两次宫缩之间的间隔
时间逐渐缩短到每次间隔 15 分钟、10 分
钟甚至 5 分钟。宫缩持续时间最初持续
大约 20 秒，之后宫缩持续时间逐渐延长，
增加到 40 秒甚至 1 分钟。
从不规律宫缩到宫缩有规律，大约 5
分钟疼一次，每次疼痛持续 30 秒以上，则
应到医院联系住院了。
破水
因子宫收缩，子宫内压上升造成胎膜
破裂，羊水流出，称为“破水”。出现破水
时，不论肚子痛或者不痛，要马上来医院，
因为羊膜破裂后会有感染的风险。

口腔健康 从爱牙开始

别把体检结果不当回事

经常熬夜大鱼大肉 他突然头晕记性差了
于是，赵先生严格按照医嘱，定期到
门诊复查，并且对自己每天的饮食、饭后
“我最近头晕得来，你跟我说的事情
运动、药物治疗都进行着严格管理。慢慢
我转身都忘记了！”近日，赵先生（化名）觉
地，赵先生的病症有所好转。
得时而头晕、头痛，活动颈部时感觉更加
据市人民医院医生表示，胆固醇也有
严重，并且记忆力也没以前好了，便在老 “好”与“坏”之分，
“坏”胆固醇指低密度脂
伴的陪同下来到市人民医院检查。
蛋白胆固醇，把肝脏中合成的胆固醇运送
原来，今年 65 岁的赵先生爱好写作， 到血管中；
“好”胆固醇指高密度脂蛋白胆
熬夜已是家常便饭。因为觉得赵先生压
固醇，又称血脂“清道夫”，摄取血管中多
力大，老伴就经常给他做大鱼大肉，很少
余的胆固醇，然后运送到肝脏。
吃蔬菜和水果，也很少活动。
正是赵先生长期忽略的高胆固醇血
每年体检，赵先生除了有高胆固醇血
症导致了目前的结果，高胆固醇血症其实
症，其余没什么问题，他以为是年龄大了
是生命的“隐形杀手”。颈动脉的软斑块
导致的，也就没重视。然而，现在检查报 “皮薄馅大”，容易破裂，且破裂前没有任
告出来后显示其左侧颈总动脉粥样硬化， 何征兆，而且斑块破裂后很快形成血栓，
双侧颈内动脉低弱回声粥样斑块形成。
阻塞血管，大脑缺血、缺氧，引发脑卒中。

牙齿松动的问题现在已经不仅仅
只存在在老年人的身上，现在，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也出现了牙齿松动，那么
造成牙齿松动的原因有哪些呢？
1.外力撞击
牙齿遭到撞伤、跌伤或过度咬伤，
都能使牙齿发生摇动。这是因为外来
过大的力量使牙周膜受了伤，牙齿与
牙周膜之间的弹性纤维受到损害，使
牙齿发生松动。
2.牙周病引起
牙周病所引起的牙齿松动。牙周
膜长期受到慢性的炎性刺激，使牙周
膜纤维逐渐变性破坏，当这些支持牙
齿的牙周组织逐渐破坏后，牙齿就会
产生松动现象。
3.牙周变性
牙周变性可以引起多数牙齿松
动。牙周变性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
是由于牙周组织发生退行性改变，牙
周纤维破坏、牙槽骨吸收，造成牙齿松
动并且移位。
牙周变性所引起的牙齿松动一般
最先发生在上下前牙和第一磨牙，由
于牙齿移位，原来排列整齐的牙齿变
稀，上前牙向外突出、牙齿之间产生缝
隙。牙周变性在临床上虽然比较少
见，但危害很大，往往可使年轻人早期
丧失全口牙齿，应引起注意。
4.急性根尖周炎
急性根尖周炎、颌骨骨髓炎、颌骨
内肿瘤均可引起病牙的牙齿松动。一
些能影响牙龈和牙周支持组织的疾
病，如坏死性牙龈炎、维生素缺乏症、
糖尿病等，也可出现牙齿的松动。
牙齿松动的治疗，应针对病因进
行 及 时 处 理 ，多 数 病 人 可 获 得 治 愈。
所以出现牙齿松动问题，一定要及时
到诊所找医生检查治疗。

据统计显示，我国人群中，40-49 岁
颈动脉斑块发生率为 6%，70 岁以上颈动
脉斑块的发生率高达 63%。研究认为，中
年以上男性、绝经后女性、罹患高血压或
高血脂、糖尿病人群以及吸烟、肥胖、压力
过大、脾气暴躁、有家族病史这九种人是
颈动脉斑块的高危人群。
为了避免颈动脉斑块，我们在生活中
该注意什么呢？
1.避免久坐不动，要戒烟、控制体重，
保持良好的心态。
2.每年给身体做一次体检，预防高血
压、高血脂、高血糖。
3. 多 吃 低 脂 、低 盐 、低 胆 固 醇 的 食
物。不妨适当增加黑木耳、深海鱼类、洋
葱、大蒜这类清血管的好食物。

周六下午杭口在银泰
为您免费口腔体检
■通讯员 天天

9 月 20 日是全国爱牙日，在爱牙日
到来之际，杭州口腔医院海宁分院为
广大市民的口腔健康送上义诊服务，9
月 14 日（周六）下午 1 点到晚上 8 点半，
在银泰 1 号门位置免费为大家进行口
腔体检。
杭州口腔医院海宁分院是杭州口
腔医院重点打造的口腔专科医院，也
是嘉兴市海宁市医保定点单位。
据了解，义诊当天共 10 位医护人
员，其中有海宁分院院长、杭州口腔医
院城西院区副院长汪涌，海宁分院党
支部书记、常务副院长裴勤锋，杭州口
腔医院城西院区党总支书记、副院长
程华谊，均到场为市民义诊，解答口腔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