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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一时，鞠躬一生；不

求闻达，但求利人。”在邱鹏程

看来，医者要对病患如亲，对医

学孜孜不倦，这既是对“大医精

诚，医者仁心”的诠释，也是他

从医的行为标准。

邱鹏程说，以前没有疼痛

科时，一些慢性疼痛，如三叉神

经痛、肩周炎、腰肌劳损、晚期

癌痛等患者，往往辗转于各个

科室。但由于没有找到对症治

疗的方案，有关疼痛的疾病仍

旧缠绕着患者。再加上人们对

疼痛没有科学的认识，即使疼

得厉害，很多人也选择强忍着，

“随着医疗的发展和进步，人们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疼痛的

认识也不断深入，对接受专业

的诊断和治疗越来越重视。”

2004年，邱鹏程刚到南海

四院时，医院并没有设立疼痛

科，而是将呼吸科、消化科、疼

痛科等科室都归为内科的范

畴。邱鹏程敏锐地嗅到了“专

病有专科”的发展趋势，于是向

医院提出了将科室细分、建立

疼痛专科的想法。在医院领导

的支持下，同年12月，疼痛科

正式在南海四院成立。

“科室刚成立那会，只有两

位医生，护士也是与其他科室

共用的。”邱鹏程回忆道。一边

是门诊坐诊、一边是住院部巡

房与管理，科室的简陋、人手的

不足、经验的缺乏，疼痛科的建

设之路面临着重重难关。写病

历、写建设规划、研究攻克疑难

病症……工作到深夜一度成为

邱鹏程的常态，他也曾怀疑过

自己的努力会不会有结果，但

领导对他说：“你尽管放手去

做！去试！去闯！”这给了他莫

大的勇气与力量。

在科室的发展过程中，邱鹏

程带领团队不断探索新的镇痛

方法，致力于让治疗更“精准

化”。传统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微

创手术是需要医生在X线指引

下“盲穿”的，也就是说，医生凭

技术和经验进行治疗，一旦失败

需要反复穿刺，容易造成手术效

果不佳或术后并发症，不少患者

对于“盲穿”感到既紧张又害怕。

为了更精准地定位病灶位

置，减轻病人的疼痛感，邱鹏程

与团队日夜奋战，一边查阅相

关资料、一边外出学习经验，在

一次次的试验中，他们成功地

将椎间孔镜技术搬上了手术

台。因疗效确切、创伤轻微、术

后恢复快、并发症少,该项技术

收到不少患者的赞誉。

如今，疼痛科已发展成为

26人的专业团队、开放病床

30张，设有门诊、住院部、介入

治疗室等。“十三五”期间，疼痛

科还获得了佛山市特色专科及

南海区特色专科称号。

邱鹏程透露，未来疼痛科将

在技术上继续下功夫，开展更多

微创新技术；在人才培育方面，

通过“引进人才”“请来专家”与

“走出培训”的策略，增强科室核

心力量；在服务上，下乡宣传普

及颈腰腿痛常见病防治知识，增

强市民预防保健意识，“争取成

为‘十四五’佛山市重点专科，助

力南海四院‘创三甲’。”

南海区学科带头人、南海四院疼痛科主任邱鹏程：

创办疼痛科外地患者慕名前来

姓名：邱鹏程

职称荣誉：南海区学科带头人、副主任医师，南海区第四人民医

院疼痛科主任。

技术特长：擅长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头痛、肩周炎、颈腰痛、四

肢骨关节痛、骨质疏松、风湿痛、骨质增生等各种痛症诊治。

从医感言：行医一时，鞠躬一生；不求闻达，但求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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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踝”治好了
他为南海医疗点赞

珠江时报讯（记者/邹韵斯 通

讯员/陈倩莹）“中国的医疗技术真

的很棒，在这里治疗，医护人员都

对我倍加照顾，让我有家的感觉。”

近日，来自尼日利亚的外国友人

JOHN从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

院（下称“省医南海医院”）骨科康

复出院，他对南海国际化的医疗水

平和人性化的贴心服务竖起了大

拇指。

大概两周前的一个晚上，因为

踝关节骨折，JOHN来到省医南海

医院骨科就医治疗。JOHN告诉记

者，因为语言不通、不了解中国医疗

技术、人生地不熟、担心费用等原

因，当听到医生建议做手术时，他第

一时间是拒绝的。

JOHN的病情是典型的“足球

踝”，他的左踝关节多次损伤，关节

软骨损伤，骨赘、游离体形成，合并

外侧副韧带损伤。要取得 JOHN
的信任，省医南海医院骨科中心副

主任医师、擅长运动骨科的宋玉成

首先给患者详细分析了病情。“我告

诉他，一次手术可以把多种问题一

起解决，康复后完全可以恢复到运

动状态，他听了我的解释后，就相信

我并同意在这里做手术。”宋玉成

说。

入院后，省医南海医院医护团

队为 JOHN快速制定了个性化的

手术治疗方案。术前，医护团队除

了为JOHN的受伤部位及时消肿，

还更注意预防双下肢静脉血栓的形

成，及肺栓塞的发生。经过一周的

术前治疗，JOHN在11月16日顺

利进行手术。

“患者对手术和疼痛很恐惧，我

们非常重视麻醉前的准备工作，并

且与患者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沟通，

所以患者麻醉效果非常满意，手术

非常顺利。”省医进驻专家、麻醉科

主任王庆说。术后，省医南海医院

麻醉团队还为 JOHN使用了镇痛

泵，减轻术后痛感。

11月 22日是 JOHN术后第

六天，经过治疗后他终于顺利出

院。“十分感谢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们

对我的悉心照料。”JOHN感激地

说。

女性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

脾气暴躁、情绪敏感，甚至还会

水肿、失眠、无力……仿佛月经

一来，就变了一个人。从初潮到

绝经，月经会陪伴女性几十年的

时光，而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月

经来得早了、迟了，月经量少了、

多了，都可能引发各种担忧。

那么，我们常说的月经失调

（不调）究竟是怎么回事？又该

如何调理呢？一起来听听南海

区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南海

区第四人民医院妇科主任潘秀

婷怎么说。

怎样判断是否为
月经失调

月经的发生是由于卵巢排卵

后，黄体生命期结束，雌激素和孕

激素撤退，使子宫内膜功能层皱

缩、坏死而脱落出血。月经在周

期、出血量（经量）及持续时间（经

期）上有一个规律性的表现。

①周期：一般来说，从月经

来潮的第一天到下个月月经来

临的第一天称为月经周期，正常

的间隔时间为21~35天。

而若是月经周期短于 21
天，则是经期提前；长于35天，

则是经期延迟。

②经量：正常的月经量为

20~80毫升，在月经来临的第二

三天量最多，后面就渐渐减少。

但若是到第四、第五天，月

经量还是很多，就说明月经量过

多了；而如果前二三天每天一片

卫生巾也就够了，则说明月经量

过少。

③经期：出血一般2~8天。

经期提前、经期推迟、月经

量异常、月经周期过长或过短都

属于月经不调的范畴。

哪些因素容易引发
月经失调

①过度减肥、节食减肥：不

少女性追求所谓的“骨感美”，常

会通过节食来达到减肥的目

的。而时间一长，体内缺乏营养

元素，不仅会影响子宫内膜的生

长，还会导致女性体内激素分泌

异常，造成月经提前或推迟，部

分女性甚至会出现闭经的状况。

②常食生冷油腻，饮食不

当：女性经期若贪凉受寒，会使

盆腔内的血管收缩，导致卵巢功

能紊乱，可引起月经量过少，甚

至闭经；而若是近期吃了大量滋

补、油腻的食物，也会扰乱激素

水平，使得月经周期提前、经量

增多等。一般饮食正常后，月经

也会恢复正常。

③作息紊乱，经常熬夜：当

我们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经常熬

夜晚睡时，身体内的生物钟就会

出现紊乱，影响着身体的新陈代

谢。此时，子宫卵巢的健康也会

受到影响，经期也就会变得不规

律。

④长期焦虑、精神压力大：

月经是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分泌的激素所控制，而长期的压

力、不良情绪会抑制垂体、下丘

脑的功能，从而导致月经失调或

痛经、闭经。

⑤一些妇科疾病：像子宫肌

瘤、卵巢囊肿等妇科病可造成女

性内分泌紊乱，出现月经提前的

情况；而像卵巢功能早衰、多囊

卵巢综合征等则可能引发经期

推迟。另外，妇科疾病也会导致

月经量的异常，痛经的加重等。

⑥药物影响：长期服用避孕

药等激素类的药物，会导致女性

雌激素紊乱，致使女性月经紊

乱。所以建议女性减少服用口

服避孕药避孕的次数。

月经失调有什么危害
①月经不调可导致不孕，最

常见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会导致

月经稀发，或者无排卵性月经，

其次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而多

囊卵巢病人则出现面部痤疮、多

毛、体型肥胖等情况。

②月经过多、时间过长，则

可能会引起贫血，从而引发头

晕、心慌、睡眠障碍等症状。

如何防治月经失调
①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女

性朋友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不要抽烟、酗酒，不要经常

熬夜、规律作息，早睡早起。

②注意经期护理：在经期一

定要注意，不要冒雨涉水、不要

吃刺激性的食物及冰冻类的食

物；不要剧烈运动、注意保暖，尤

其是小腹保暖，在任何时候都不

要让小腹受寒；不要在经期进行

性生活等。

③适当进食含铁质和滋补

性的食物：补充足够的铁质，以

免发生缺铁性贫血。可以适当

食用乌骨鸡、鱼子、羊肉、对虾、

青虾、猪羊、淡菜、肾脏、黑豆、海

参、胡桃仁等滋补性的食物。

④不要过度减肥：合理饮

食，不要节食减肥，也不要过度

减肥。过度的减肥会造成身体

内能量供给不足，造成内分泌失

调，从而形成月经不调。

⑤调整自己的心态：如果你

的月经不调是由于受挫折、压力

大而造成的，那么你必须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如果你已经月经不

调了，保持良好的心态也是非常

必要的。

名医提醒：月经是女性健

康的“晴雨表”，关系到女性身

体健康及生育等情况，必须引

起人们的重视。若是经常出现

月经失调的情况，需要尽早到

专科医院进行诊治。

文/珠江时报记者许可可

通讯员 黄春梅

减资公告

▲广东路盈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605MA53GFW194） 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 拟由
原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减
少至 50 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
五天内， 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 特
此公告。 本公司联系人： 杜海
森， 联系电话： 19983756102，联
系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
道平洲夏东三洲股份经济社广
利围工业开发区广平国际工贸
城自编 H 幢 H3-304 号。

广东路盈贸易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5 日

▲陈女香遗失佛山市南海区股份
合作经济组织户内股权及成员
证， 证号：060552011003-0051，现
声明作废。
▲佛山市万城万充新能源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遗失佛山市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车牌号：
粤 ED08819， 证号：01001053，发
证时间：2019 年 7 月 4 日，现声
明作废。
▲浙江中富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遗失广东天盈都市型产业投资
有限公司填开的瀚天科技城企业
创享家改造建设工程项目垃圾清
理押金收据一张，号码：0132890，
金额：20000 元，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迅途同创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佛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
车运输证，车牌号：粤 ED28886，
证号：01002504， 发证时间：2020
年 3 月 19 日，现声明作废。
▲佛山迅途通达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佛山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运输证，车牌号：粤 ED28990，证
号：01004330， 发证时间：2021 年
8 月 13 日，现声明作废。

“英领群芳为民健康，多
作贡献永远向前。”在南海区
第四人民医院（原西樵医院，
下称“南海四院”）二楼的疼
痛科门诊里，挂着一面患者
赠给邱鹏程与疼痛科团队的

锦旗。这面锦旗也是科室的初心写照。
疼痛不仅仅是症状，更是一种疾病，已被现代医学列为继

呼吸、脉搏、血压、体温之后的第五大生命体征。
从事疼痛专科工作22年来，邱鹏程对于“疼痛”二字有着

更为深刻的理解，为患者“止痛”之路永无止境。他每天或是
无影灯下的废寝忘食，或是处方笺上的精研极虑，偶得空闲还
须不断钻研业务以提高诊疗水平，初心不改，坚守如一，致力
为患者创造无痛轻松生活。他被称为“患者的福星，疼痛的克
星”“想患者所想的好医生”。在为患者“止痛”的路上，他带领
团队一路砥砺前行。

邱鹏程自幼就立下了做一

名“仁医”的理想，医科大学毕业

后如愿走上了治病救人的从医

之路。2004年，他被作为高端

人才引进到南海四院，从事疼痛

科工作，在这一干便是17年。

“潘姐，今天恢复得怎么样

啊？”11月18日，记者见到邱鹏

程的时候，他正在住院部八楼的

疼痛科病房内查房。

见到邱鹏程来了，潘大姐

马上从床上下来，笑着走到邱鹏

程身边和他寒暄，“好了很多，手

可以举起来了，不过举久了还是

有点痛。”

年近六十的潘大姐是黄岐

人，多年肩周炎带来的疼痛严重

影响了她的工作与生活。她曾

去过周边的一些大医院治疗，结

果都不太理想。今年10月，潘

大姐在朋友圈看到南海四院疼

痛专科的有关信息，于是慕名前

来求医。

“我刚开始看到潘姐的时候，

她左右两边的肩周炎都特别严

重，检查的时候碰到她的肩膀，她

都直接疼哭了。”邱鹏程说。

“手要举起来，往上伸展，接

着往后用力。”检查了潘大姐的

肩部情况后，邱鹏程在病房里教

她做康复动作。

“找了这么多家医院治疗

都没有什么效果，还好来到了南

海四院。”潘大姐感慨道，“肩周

炎让我疼了好几年，现在终于能

睡个安稳点的觉了。这里有专

科医生和护士，有先进的技术和

良好的服务，希望治疗下去能有

一个更好的结果。”

疼痛科的护士告诉记者，

像潘大姐这样慕名而来的外地

患者不在少数。早在几年前，邱

鹏程和他带领的疼痛科便以良

好的口碑在西樵及周边地区小

有名气，高明、三水甚至茂名的

不少患者都慕名前来求医。

此前，邱鹏程还在茂名从

医时，曾经治好过一位女士的颈

椎病。后来，这位女士的丈夫区

先生不幸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

症。在妻子的建议下，区先生驱

车三百多公里来到西樵求医。

腰椎间盘突出较多，神经

根卡压严重，当下最好的办法便

是手术，可区先生对大手术很抗

拒。在充分考虑患者意愿及病

情后，邱鹏程为他做了一次微创

手术，但由于区先生病情较重，

术后效果不佳。

“我是个医生啊，我不能眼

睁睁地看着我的患者被疼痛折

磨！”邱鹏程心里像是压了一块

沉重的石头，他开始四处向该领

域的专家请教学习，最后找到了

一项创伤小、出血量少的治疗方

案——后路腰椎间孔镜椎间盘

核摘除术。术后，区先生恢复良

好，一周后便出院了。

出院后不久，区先生给医

院寄来了一封感谢信，信里提

到：“医生不仅仅治疗疼痛，更是

治愈心灵，邱医生是想患者所想

的好医生，他的团队也是贴心的

好团队。”

“大姨妈”闹脾气 请做好5件事
医生提醒，如果经常出现月经失调，需尽早到专科医院诊治

患者感言 “想患者所想的好医生”

医术探索 不断研究新的镇痛方法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许可可蓝志中 通讯员黄春梅李霞玉

■邱鹏程教患者做康复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