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防官兵看望已故军人家属
宝应县安宜镇世纪园小区的小

建民（化名）今年6岁，他的父亲曾是
一名军人，在一次训练中头部受伤，
退伍后不久就去世了。那时，小建民
3岁，母亲改嫁后，小建民就跟着爷
爷奶奶生活。

宝应县武警消防大队官兵在一
次军民共建活动中得知小建民的情
况后，高度重视。近日，他们带着玩具、

牛奶等物品，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
下来到小建民家里走访并看望他。宝
应县消防大队教导员具体询问了小
建民一家现在的生活状况，小建民活
泼可爱开朗的性格深深打动了大家。

临别时，教导员留下联系方式，
并嘱咐小建民的爷爷， 只要有任何
需要，就联系他们，以后他们也会经
常来看望老人和孩子。 吴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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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疼痛 也有“根”可循
医生建议，出现不明原因疼痛要及时就医

七旬老人脸疼20年竟是三叉神经“捣蛋”

近日，江苏省十三市“慢病
全程管理” 专家直通车疼痛义
诊活动在苏北人民医院开展，
当天的义诊现场吸引不少患者

前来咨询， 其中一名七旬老太
脸疼了20年， 医生给她指出了
病因， 问题竟然是出在三叉神
经上而非脸本身。 还有一位中
年妇女浑身疼痛， 各个科室都
查不出病因， 最终诊断她的疼
痛是因为心理因素引起的。苏
北医院医生建议， 市民出现不
明原因疼痛要及时就医， 很多
莫名的疼痛其实是有“根”可循
的。

当心 三种情况易致尿路结石
不良饮食习惯、不规律作息、运动缺乏是泌尿系统结石年轻化诱因

小伙爱喝饮料“长”出大结石

小陈今年23岁， 平时不爱
喝水，就爱喝饮料。昨天早晨他
的腹部突发疼痛， 去医院检查
发现竟然是肾结石， 医生说他
的肾结石跟他平时喝饮料不喝

水有直接关系。 记者从苏北医
院获悉， 近期结石多发占门诊
量1/3，患者多以青壮年男性为
主，请注意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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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靳龙 丁云）
日前， 市卫计委联合市发
改委、 规划局、 交通运输
局、旅游局、总工会、妇联
等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快
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
意见》，在全市公共场所和
用工单位积极推进母婴设
施建设工作。 预计到今年
底， 我市二级以上汽车客
运站、 医院及其他应配置
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配
置率将达80%以上。

年轻的妈妈们带着婴
儿外出游玩， 婴儿突然饿
了哭闹怎么办？ 是躲在卫
生间里狼狈解决， 还是当
着大庭广众的面尴尬哺
乳？ 为给哺乳期的女性提
供贴心公共服务， 切实保
障妇女儿童权益， 在全社
会形成支持母乳喂养、营
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我市出台了 《关于加快推
进母婴设施建设的实施意
见》。

《实施意见》要求，经
常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
在5000平方米以上或日客
流量为5000人以上的交通
枢纽、商业中心、医院、旅
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
场所，将建立母婴室。用人
单位育龄期女职工较多
的，根据女职工需求，参照
相关标准， 结合实际建设
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等设
施。火车等移动空间，按要
求相应配置母婴设施或提供便利服务。 建设中
的母婴室将设置醒目的导向标志， 配备婴儿尿
布台、洗手台、桌子、座椅等基本设施，便于妈妈
们哺乳休息。按照建设计划，到今年底，我市二
级以上汽车客运站、 医院及其他应配置母婴设
施的公共场所， 配置率将达80%以上；2020年
底， 在所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用人
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设施。

军民融合谋发展 双拥共建促双赢
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瘦西湖街道

瘦西湖街道隶属于蜀冈—瘦西
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下辖六个行
政村、 社区， 现有重点优抚对象52
人， 农村籍60周岁以上退役老兵12
人， 现役军人22人。 驻有兰州干休
所、新疆干休所、市民政干休二所、
景区消防中队四个驻军单位。 街道
先后被评为 “省和谐示范街道”、市
“十佳”双拥街道、“市优抚工作先进
单位”，在市“六创”、“七创”全国双
拥模范城活动中， 连续两次被扬州
市委、市政府、军分区授予嘉奖。

注重组织网络建设， 健全双拥
工作机制。 街道始终把双拥工作作
为一项政治任务， 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成立由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
主任任组长， 分管领导和驻军单位
领导为副组长的双拥工作领导小
组，设立双拥办公室，具体负责街道
双拥（国教）日常工作，村（社区）也
建立相应组织。构建“五纳入”工作
机制，即：纳入街道发展总体规划、
纳入相关部门单位年度工作计划、
纳入街道重要议事日程、 纳入干部
岗位职责、纳入年度工作考核。每年
与各村（社区）、相关单位签订双拥
工作目标责任书，做到长远有规划，
年初有部署，季度有活动，年中有检
查，年末有考核，形成各级领导亲自
抓、部门单位具体抓，全街道上下共
同抓的工作机制。

注重宣传教育力度， 营造浓厚
双拥氛围。每年将《兵役法》、《国防
法》等内容列入中心组学习；每年定
期组织国防、民防知识等讲座，强化
党员干部双拥国防意识， 提升社区
居民参与双拥活动的自觉性； 每年
征兵期间，街道、各村（社区）通过会
议 、横幅 、戗牌 、QQ、微信等平台宣
传有关政策，积极营造“爱军、拥军、
参军报国光荣”的浓厚氛围。街道每
年邀请辖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消
防官兵等走进社区市民学校、 道德

讲堂，为社区青少年讲革命历史、讲
国防知识；街道各村（社区）每年组
织青少年到扬州革命烈士陵园 、武
警消防三中队、新疆干休所、高炮预
备役师等单位参观学习， 体验军营
生活，增强爱国主义情感。

注重增强军人荣誉感， 落实双
拥优抚政策。相继出台《瘦西湖街道
拥军优属、 拥政爱民若干意见的通
知》、《瘦西湖街道现役军人立功奖
励办法》等文件；每年组织优抚对象
健康体检，建立健康档案；组织志愿
者对年老体弱、 生活不方便的优抚
对象及家属定期上门看望、 打扫卫
生、陪聊家常；2015年 ，街道为36名
优抚对象、12名农村籍60周岁以上
老兵办理优抚证， 使他们享受免费
乘坐公交车、 免费游览景点等优惠
政策。 推行安置就业与自主就业相
结合的办法， 退役士兵得到妥善安
置。 注重退役士兵技能培训和培养
使用，建立跟踪就业服务制度，积极
向用人单位推荐使用，2005年以来，
街道、村（社区）优先录用28名退役
军人，其中16名得到提拔重用。每逢
春节，街道慰问辖区现役军人家属、
伤残军人，发放慰问金（品）和“光荣
人家”牌匾；每逢“八一”，街道党政
领导都要到驻军共建单位走访座
谈，为部队官兵送去慰问品、为军队
离退休干部家庭送去防暑降温物品
及慰问金；组织村（社区）着力解决
现役军人家庭的“急、难、愁”问题，
使他们的子女在部队安心服役。

注重发挥资源互补， 推动军地
共建双赢。每逢传统和重大节日，街
道组织军地双方参加活动， 先后组
织了迎接建党92周年 “迎七一军警
民一家亲”联欢晚会、庆祝街道成立
十周年军地文艺汇演、 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70周年双拥文艺晚会、迎“中
秋之夜，走进滨湖”军民联欢会等，
进一步增进了军民鱼水情谊。

园林社区“拥军妈妈”连续12年
与新疆干休所官兵共同“包饺子，迎
新春”，让远离亲人的战士同样感受
到家的温暖；友谊社区创办“双拥睦
邻点”，方便干休二所的老干部们休
闲娱乐； 堡城村组织花木园艺大师
为干休所老干部修理花木、 传授盆
景技巧。

原兰州干休所和新疆干休所医
护人员组成 “兰新志愿者服务社”，
定期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体检和健
康咨询服务。 干休二所老干部与友
谊社区及综合村的困难居民结成11
个帮扶对子，帮助居民脱贫解困；景
区消防中队定期为五亭社区开展消
防安全讲座、举行消防演练、指导安
全生产。 辖区官兵还积极参与全国
文明城市创建、 瘦西湖迎宾大道建
设，为景区建设贡献力量。

赵继进 冯炳华

潜航“兵王”
———海军某潜艇支队一级军士长戴长宏苦练精兵纪实

戴长宏,现任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舵信技师,海军一级军士长。战友们都称他为
“兵王”,28年前,他从扬州市高邮八桥中学应征入伍,光荣地成为当年高邮市唯一的潜艇
兵。28年来，他精心操控舵轮,驾驭潜艇安全航行20多万海里,圆满完成40多项重大军事
任务,先后被评为“海军人才建设先进个人”“东海强军先锋”“全军爱军精武标兵”“全军
优秀士官”,3次荣立二等功、3次荣立三等功,3次获得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一等奖, 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2017年被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最美江苏兵”荣誉称号。

莫名疼痛要及时就医找“病根”
据介绍， 苏北医院疼痛科一年

的门诊量为1.5万-2万人次。“每天
都有因各种疼痛来就诊的患者。”该
院疼痛医学科主任医师李昌熙说，
不少患者忍受疼痛多年， 却不知道

疼痛的原因何在。
“现在老百姓对慢性疼痛的了

解还是比较少的， 很多人身体疼痛
会拖着不治， 或者胡乱吃一些止疼
药，不能做到对症下药。”李昌熙表

示，市面上止痛类药物非常多，但很
多市民对药物的禁忌症适应症并不
太了解，在长期感到疼痛时，千万不
要私自服用止痛类的药物， 因为这
样不仅治标不治本， 还会产生大量
的副作用。

医生表示， 慢性疼痛的早期治

疗很重要。特别是原因不明的疼痛，
一定要尽早来疼痛科诊断治疗，查
找病根， 正常情况下疼痛都是可以
找到“病根”的。一些没有查出病因，
或即使查出病因目前也无根治方法
的疼痛性疾病， 也可以到疼痛科就
诊。

老人脸疼20年病因竟在三叉神经
“别人头疼，我脸疼，疼得晚上

都睡不着觉。”家住市区的老崔告诉
医生，她被“脸疼”折磨得不轻，可是
却无计可施。

20年前， 老崔发现下颌部经常

莫名地疼，后来疼痛发展至针扎、刀
割一样剧烈。医院检查诊断为“三叉
神经痛”。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治疗
疼痛得到了控制。最近，老崔脸部又
似火烧、刀割般的疼了，药物止痛已

不见效果。持续的疼痛让她吃不下、
睡不着，一切能碰到脸的动作，如洗
脸、刷牙等，都让她痛苦不已。义诊
现场，苏北医院疼痛科医生告诉她，
这常年疼痛还是属于三叉神经痛。

“这种疼痛解决起来也不难，可
以进行 ‘CT引导三叉神经射频热

凝’手术，将病变的三叉神经毁损，
消除疼痛。”医生解释，“这种手术通
俗些说就是将一根可调节温度的针
戳进体内 ， 高温烧坏已破损的神
经。”原来人的疼痛治疗一般是阻断
感觉神经传导，患者感觉不到疼了，
但不影响其他神经。

她浑身疼痛竟是有“心病”
义诊现场，50多岁的何女士被

疼痛折磨半年多，“我浑身疼痛，夜
里都睡不好觉， 可是到医院各个科
室做了检查，都没有查出问题。”

“我们也接诊过类似患者，他们
的疼痛是心理因素引起的， 这类疾

病叫做‘躯体形式障碍’。”徐州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疼痛科申文教授介
绍，尤其更年期前后女性，更容易患
上此病，“患者会觉得某一部位疼痛
或全身游走性疼痛， 还会表现出怕
冷、腹泻、便秘、睡眠不好等症状。”

“去年， 我接诊过一个此病患
者，她来疼痛科就诊的时候，我们都
穿着短袖，而她穿着2件长袖。”申文
介绍道，在此之前，这名女士已经去
多家医院检查过， 厚厚一摞的检查
结果， 均显示没有问题。“比浑身疼
痛不适更让她崩溃的， 是她总觉得
特别冷，病人来的时候很绝望。”

申文表示， 患上 “躯体形式障
碍”十分痛苦，患者常常休息不好，
甚至会出现出现焦虑、狂躁的症状。
在服用了1周抗抑郁药之后，何女士
症状奇迹般好转了，去医院复诊时，
只穿了一件长袖衣服； 服药三个月
后，何女士所有症状得到了改善；一
年后，何女士彻底恢复健康。

病例 小伙饮料当水喝“长”出大结石
昨天早晨， 小陈突然腹部疼痛

不已。“看他汗如雨下，疼痛剧烈，脸
色苍白。”小陈家人吓了一跳 ,赶紧
陪他到苏北医院就诊。

在泌尿外科门诊， 小陈告诉医
生：“近两个月腹痛过三次， 但疼痛
程度不同。之前忍忍就好了，没想到
今天这么严重， 疼得都直不起腰。”

检查后发现，小陈是肾结石发作，结
石大小近五厘米。 为何年纪轻轻就
长了这么大的肾结石呢？医生与小陈
交流得知，他平时没有喝白开水的习
惯， 几乎每天都喝两三瓶碳酸饮料，
且晚上肚子饿时还喜欢加餐吃夜宵，

经常光顾路边摊、烧烤店。
苏北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王业华说：“饮料中的糖、 磷酸盐等
成分都会促进钙的排出, 尿液中钙
含量增多；加上患者平时缺少运动,
也就造成了结石的形成。”

数据 近期结石多发占门诊量1/3
“尿路结石是泌尿外科最常见

的疾病之一。”王业华介绍 ,特别是
近期 ，结石患者有增多趋势 ，占门
诊人数的1/3左右。 而结石患者中，

男性多于女性， 最常见为30-50岁
的青壮年。

他分析， 不合理的饮食习惯、
不规律的作息、运动的缺乏,都是泌

尿系统结石趋于年轻化的重要诱
因。

“特别到了夏天 ，更是泌尿系
结石的高发时期, 几乎每天都有因
腰部剧痛前来医院就诊的患者 。”
王业华解释 ,夏天出汗多排尿少 ,容

易增加晶体沉淀, 人体汗液蒸发过
多,使尿液浓度增高,尿垢沉积后,就
容易形成结石。急性结石病人一般
会出现腰腹剧痛 、呕吐 、恶心等症
状。 预防办法很简单, 就是要多喝
水。

苏宣 丁云

苏宣 丁云

提醒 三种情况易导致尿路结石

王业华说，结石形成的因素非常多,年龄、性别、
种族等都会影响结石的形成。 日常生活中有些习惯
容易得结石。第一就是久坐不动,喝水少,比如办公室
工作人员。 第二就是饮食结构不合理。 在日常生活
中过多食用含有草酸的食物如菠菜、豆类、茶叶、葡
萄等。第三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差异,尿路结石有明显
的地域和气候差异性。如山区、沙漠和热带发病率较
高,南方多于北方；夏季和在高温环境下工作都是造
成结石高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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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理想信念之火点燃青春

1990年春天，正在备战高考的他怀着
对军营的向往，和几名同学偷偷参加了入
伍报名， 等到体检结束时家里才知道。选
择当兵时虽然遭到父母的反对，但由于他
的执着，父母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选择
了当潜艇兵，就意味着选择“全新”的生活
方式，潜艇是战斗的阵地，也是他们日常
的“家”。这个家由于战斗的需要，非常窄
小，各种装置、设备、阀门、开关、仪表，布
满舱室。他的战位是潜艇操纵驾驶，岗位
是不到2平方米的弹丸之地， 但他的专业
却是科技密集之所，涵盖机械制造、流体
力学、高端电路等数门学科。为摸清装备、

弄通原理， 他开始疯狂地学习与钻研，从
院校到研究所，从修理厂到部队，白天钻
舱室、摸管路、查线路，晚上学理论、背参
数、理系统。通过努力，不到28岁的他就被
任命为专业负责人，成为了支队最年轻的
潜艇“老水”，也获得了他军旅生涯中第一
枚三等功奖章。入伍28年，从经历一代代
潜艇的升级转型中，让他深刻地感受到国
家军事力量的不断强大，武器装备科技含
量的不断跃升，打赢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
信息化战争需要大批的人才,建设世界一
流军队更需要知识面广、专业基础扎实的
青年学子们投身到国防建设中来。

用勇者无畏之心书写青春
潜艇在深海航行时，往往海面浊浪滔

天、水下暗流滚滚，作为潜艇舵手必须时
刻警觉、随时冲锋。有一次他执行远航任
务过程中， 当潜艇从大洋深处浮起充电
时，只见海面掀起6米高的大浪，艇体左右
摇摆达二十几度， 前后变化达十几度，远
远超出了潜艇水下充电状态的航行要求。
经过认真讨论与分析，决定水下通气管航
行充电。接到任务他没有多加考虑，要知
道，他必须在惊涛骇浪中保证潜艇状态稳
定。那次充电他连续6个小时，全程纹丝不
动，仿佛与潜艇融为一体，把握任何一个
出舵的机会，政委给他端来一杯水，送到

他嘴边却始终没有机会喝一口。充电结束
他双腿麻木难以挪步，艇长不得不要人搀
着他走下战位， 并给予海上最高待遇，特
批了一盆淡水，让他在大洋深处冲了个凉
水澡。

人们常说胜任本职岗位，就是简单几
个字，但对于军人来说，锻造出高超技能
和临危不惧的勇气， 都要历经考验无数。
军营的生活可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炫、那样酷，有时会很枯燥 ，有时会很艰
苦，但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能够战
胜自己，就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就能在
军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建功立业。

用敢打必胜之情激扬青春
今年4月12日，人民海军48艘战舰、76

架战机、10000余名海军官兵接受了习主
席的检阅，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海上阅兵， 是新时代人民海军的精彩亮
相， 其中参加检阅4艘潜艇就来自他所在
的部队， 他感到无尚荣光和无比自豪。有
人说， 潜艇官兵面对繁华的大千世界，却
选择了默默的坚守， 面对技术密集的专
业，既要有百分热度，更需要十分冰心。他

们在没有蓝天白云、没有新鲜蔬菜的情况
下挑战极限，一次次验证了新一代潜艇兵
问鼎大洋、建功深蓝的能力，增添了他们
战风斗浪、骑鲸蹈海的无穷力量；他们以
默默无闻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岗位小、舞
台大、责任重”的深刻内涵，续写着潜航无
声, 书写着青春有痕。 每当在和平的天空
下，看着人们享受着岁月静好，过着和谐
安宁的日子，他们会感到“值了”。 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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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为老干部包粽子。

消防官兵与军人家属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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