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专多能！
一科室一站式服务老年患者

近日，79岁的张奶奶因“肺部感染”来
到江苏省老年病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
老年医院、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老年医学
科就诊，接诊医护人员在为张奶奶评估时
发现，除了“肺部感染”，张奶奶还存在认知
功能下降、全身骨头疼痛、夜间睡眠不足等
症状；且既往有跌倒、骨折病史，属于跌倒
高危人群，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治疗。

根据老年综合评估结果，该院老年医
学科组织多学科团队讨论后，为张奶奶制
定并实施了个体化治疗方案。经过一段时
间的综合治疗，出院时，张奶奶的肺部感染
痊愈，骨痛得到控制，夜间睡眠、白天的精
神明显改善。

“与单纯‘治病’的理念不同，根据老年
人大多存在多重用药、伴有多种老年问题
（如抑郁、认知功能障碍、尿失禁等）的特
点，科室还探索引入了国际先进的老年综
合评估与跨学科管理模式，利用综合评
估、专家会诊、多学科合作的方式为多病
共存老人提供整体化医疗。”该院老年医
学科副主任欧阳晓俊说，在该院，老年医
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诊疗范围不仅
包括老年心血管、呼吸、内分泌、消化、神
经等多种老年急慢性疾病的诊治、康复、
管理及研究，同时还关注老年人认知心
理、营养状况、运动功能及日常活动能力
等老年综合问题。“一专多能，老人看病才
会更方便。”

欧阳晓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老年

医学科是一个专门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健康
服务的专科。每个医生首先是一个大内科
医生，有扎实的大内科基础，其次都是专科
医生出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亚专业方
向。医生们除了要了解专科疾病的知识，
还会特别关注老年患者在疾病中的特殊表
现、可能出现的症状、什么治疗方法更适合
老年人等。如果在老年医学科住院治疗
时，需要其他专科医生的意见，老年医学科
也会请相应的专科医生进行会诊，最终拿
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老年人大多患有多种疾病，到医院看
病时，往往看一个专科不能全面解决问题，
需要跑多个专科。此时，老年医学科的专
科特色就凸显出来。简单地说，老年医学
科是一个可以顾全老年人所患的多种疾
病、多种问题，从而进行全面诊疗的科室，
同时可以为老年人长期健康维护提供有效
必须的支持。”欧阳晓俊总结道。

据记者了解，作为江苏省省级临床重
点专科、基层特色科室省级孵化中心重点
建设单位、江苏省营养支持专科护士实习
基地，江苏省老年病医院老年医学科开展
了老年营养评估、老年衰弱评估与干预，
老年伤口造口及失禁管理等多项老年专
科特色服务，并持续探索老年营养干预新
技术，以期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护
理服务。

通讯员 张婷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无权代理行为有没有效力

李女士：无权代理行为有效吗？
答：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

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
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
理人不发生效力。行为人没有代理
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
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
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民事法律行为能否有
附加条件

陈先生：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
件吗？

答：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
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
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
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
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保护别人而受伤 责任
怎么承担

郑女士：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受损
时的责任如何承担，有什么补偿办法？

答：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
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
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
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
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
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母亲不会写字 能否找
人代写遗嘱

江女士：我母亲86岁了，虽然不
会写字但是头脑清醒，她可以找人代
写遗嘱吗？

律师解答：你母亲可以找人代书
遗嘱。根据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应
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
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
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遗
嘱人不会签名的需捺手印）。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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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适量的鼻涕是正常的鼻腔
分泌物，感冒、鼻炎和鼻窦炎患者鼻涕会明
显增多。如果鼻腔持续流出透明清亮液
体，还会是鼻涕吗？

来自宿迁的赵女士2个月前“感冒”后
右侧鼻腔反复流出清水样鼻涕，低头时明
显，伴前额部胀痛，持久不愈。无奈之下，
来到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专家门诊。经接
诊医生留取分泌物、鼻内镜及CT检查，确
诊为少见的自发性脑脊液鼻漏。目前，赵
女士经过内镜手术治疗已治愈出院。

那么，什么是脑脊液鼻漏呢？鼻咽喉
科护师王苹介绍，脑脊液鼻漏是指脑脊液
经颅前窝底、颅中窝底或其他部位的先天
性或外伤性骨质缺损、破裂处或变薄处，
流入鼻腔。常见于外伤、医源性损伤、肿
瘤压迫、脑积水等，临床上也可见赵女士
此类自发性脑脊液鼻漏，多见于中年肥胖
女性。

它往往表现为，鼻腔流出血性液体，纸
巾擦拭后可见痕迹的中心呈红色而周围清
澈，干燥后呈不结痂，低头用力、压迫颈静

脉时流量增加。
王苹表示，持续的脑脊液鼻漏使颅脑

经鼻与外界相通，容易导致细菌性脑膜炎、
颅内积气等并发症，需及时就医治疗。同
时需注意：1、勿做低头压颈动作，避免过
度运动。2、勿抠鼻，勿自行填塞鼻腔，禁
鼻腔给药，以防感染。3、避免用力咳嗽、
擤鼻等，以防增大颅内压力。4、预防便
秘，保持大便通畅，必要时可使用药物帮助
排便。

脑脊液鼻漏的治疗包括保守和手术治
疗。手术治疗根据瘘口位置，选择不同的
路径修补术。

王苹也提醒，正确擤鼻涕方法应该首
先手指按压住一侧的鼻翼，另一侧鼻腔轻
轻用力，将鼻涕擤出；然后再擤另一侧鼻
腔。避免双侧同时用力，防止引起逆行感
染。此外，也可回吸吐出。无论何种擤鼻
涕方法，都应避免用力过猛。如遇鼻腔持
续反复流出清亮分泌物，请及时就诊，进行
鉴别诊断。

通讯员 王苹 万文锦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疾病与健康

鼻涕流不止？可能是脑脊液鼻漏！

行业资讯

近日，由江苏省医学会皮肤性病
学分会主办，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明基
医院承办的“江苏省医学会皮肤性病
学分会皮肤美容学组工作会议暨皮
肤外科疑难手术新进展学术研讨会”
在南京明基医院召开。该院副院长
李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
方方教授、该院皮肤科主任芦桂青等
大咖云集，旨在深入研讨皮肤外科学
术前景，分享行业技术研究动向，提
升技术水平，造福江苏省及周边地区
乃至全国疑难皮肤病患者。

芦桂青博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由于皮肤外科医疗资源分布得不
均衡，导致皮肤外科专家一号难求的
情况。随着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明基
医院皮肤外科手术不断增多，其中部
分不乏为疑难手术，为了更好地为皮
肤科患者解决疑难问题，也为了解决
看病难的问题，特成立皮肤外科疑难
手术联盟。

该联盟的成立，旨在整合我省现
有医院皮肤外科医疗资源，促进皮
肤外科医师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
皮肤外科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建
立以技术合作为纽带、皮肤外科学
科分级诊疗为重点，优势互补，积极
推进规范化和优质化医疗服务，造
福江苏省及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疑难
皮肤病患者。

她表示，成立皮肤外科疑难手术
联盟后，可以为老百姓进行皮肤良性
和恶性肿物切除、疤痕修复，皮肤球
囊扩张术、皮肤老化除皱、毛发移植、
白癜风表皮移植、痤疮瘢痕磨削等各
类皮肤外科手术。

“皮肤科在很多医院属于一个小
科室，但它却是人体最大的一个组
织，从头发甚至到脚底的一些疾病，
它所涉及的面十分广泛。而传统的
皮肤科在面对如黑色素瘤这样的疑
难病例时，如果患者伴随糖尿病等诸
多基础性疾病，这时候单一的皮肤科
医生往往表示心有余而力不足，联盟
成立后，尤其在皮肤外科领域，将立
足于多学科的协作，一站式地为病人
解决问题。”方方教授说。

通讯员 李娜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南京明基医院
“皮肤外科疑难手术”
迎来新进展

苏女士：请问秋冬季吃膏方什么人都
合适吗？膏方除了养生保健还能治病吗？
糖尿病患者吃膏方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南京市名中医、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治未病中心徐大成副主任中医师：膏方
也不是一味滋补，它还有防病治病的功
效。膏方的本质是用中药熬制成半粘稠状
态的物质，它的实质就是中药，中药能防病
治病，膏方亦然。膏方的适应证，常见的
有：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哮喘、心功能不
全、风湿性关节炎、过敏性鼻炎、慢性胃炎、
淋巴结炎、淋巴结核、更年期综合征、骨质
疏松、小孩体虚易患感冒常生病的患者。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一般而言，糖尿病
患者，服用膏方，忌用蜂蜜，冰糖収膏，可在方

中根据病情需要，加用龟甲胶、鳖甲胶收膏，
为使口感好，可适当用木糖醇。从未吃过膏
方、脾胃功能差的患者，一般先用开路方，以
求对证，然后再开膏方，这样比较合适。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周五上午

朱先生：59岁，前阶段血压高，心跳过
缓，只有56，经治疗后血压平稳，心跳还是
只有53左右，请问这样该怎么办？

江苏省老年病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
属老年医院）心血管科主任郭红梅：血压正
常，但心跳还是慢，建议还是要去医院做进
一步检查。

专家门诊时间：周四下午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健康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