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秋冬季，是轮状病毒的高发季，从
上周开始，南京市儿童医院收治的轮状病毒
患儿逐渐多起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南京市儿童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
金玉教授提醒，如果宝宝突然出现呕吐、腹
泻等症状一定及时就医。

金玉教授介绍，从医院接诊的情况来
看，今年的轮状病毒从上周开始变得活跃，
两周前陆陆续续有患儿到医院来就诊。它
主要引起呕吐腹泻。老百姓称之为“秋季腹
泻”，因为该病在秋冬季高发，每年的10月
份到次年2月份流行，全年也有散发的。但
真正高峰期还没有来，往年高峰在12月和
1月，今年降温才开始，可能要向后推迟到
一个月左右。

因为小朋友的年龄不同，免疫功能不
同，病症的轻重也就不一样，有的很轻，自然
感染时间3—8天就过去了，但是有的小朋
友可能持续时间会长一点，腹泻、消化道症
状甚至有两周的时间。免疫功能低的小朋
友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并发症，比如因为呕
吐腹泻造成一些脱水酸中毒。有时候病毒
的毒素会造成一些神经系统的损害，会出现
惊厥，临床上，每年都有出现心肌改变、心肌
酶增高、肝酶增高的患者。

金教授介绍，轮状病毒传染性强、耐酸
耐碱，高温60摄氏度不能把病毒杀灭，传
播的速度非常快，主要袭击5岁以下的小朋
友，高峰发病年龄段还是3岁以下人群。年
龄越小，症状可能越重，所以预防非常关
键。感染轮状病毒的小朋友，他们呕吐的排
泄物，如果没有及时清理，气溶胶散播到空
气中，其他孩子就有被传染的风险。

这个季节，孩子只要一吐一拉，且拉得

厉害，水样便、蛋花汤样便，家长一定要带
孩子去医院让医生看一下，然后进行电解
质的补充。在家喝白开水，这绝对是一个
误区，要补药店买的专门液盐。金玉教授
说，这个病最重要的危害是脱水，只要在
医生的指导下及时给他补充电解质液，
及时处理好呕吐、发热、惊厥等并发症，
孩子应该很快就能好起来。不过，家长
一定要有这种意识，不要等孩子“蔫了”
才着急。金玉教授建议，当宝宝又吐又
拉时可及时到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诊，
做一个轮状病毒检测，在医生的指导下进
行补液。

目前临床上还有没有抵抗轮状病毒的
特效药，孩子感染病毒后只能通过补液和
休养，靠自身免疫力对抗病毒。金玉教授
指出，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范方式。世
界卫生组织把轮状病毒纳入全球应该进行
病毒预防的疾病范畴，提倡不同国家根据
自己的国情，进行免疫接种来预防。在我
国，轮状病毒疫苗接种属于非计划免疫的
预防范畴。

金教授介绍，宝宝出生6周到8个月是
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窗口期，通过口服滴剂
完成接种，接种窗口很短，过了这个接种窗
口就没有效果了。近几年国内流行的主要
是G1、G2、G3、G4、G9等类型，针对预防
轮状病毒的五价疫苗，囊括了最常见的几个
血清型，孩子接种以后，有效保护率达到
95.5%，保护效力长达7年。一般来说，孩
子四五岁后感染几率逐渐下降，5岁之后感
染的情况就很少了。到了小学，基本没有轮
状病毒感染。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轮状病毒将进入高发期
5岁以下婴幼儿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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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如何解决物权纠纷

李先生：发生物权纠纷有哪些解决
方式？

答：物权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
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

土地承包年限多长

朱女士：请问土地承包期的年限是
多少？

答：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
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
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前款规定的承
包期限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
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规定继续承包。

承包地被征收有无补偿

宋女士：承包地被征收的可以获得
补偿吗？

答：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人有权获得相应补偿。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
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

民事诉讼有无时效规定？

梁先生：我和别人打一起官司，请
问诉讼时效有没有规定？

答：法律对当事人起诉是有时效规
定的，权利人在法律规定的起诉时间内
不行使权利的，则丧失请求人民法院强
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如果权利
人坚持起诉，经查明，没有法定事由的，
人民法院将驳回权利人的诉讼请求。
一般来讲，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
利的诉讼时效期为2年，即权利人应在
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
年内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超过2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
护。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出售质
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延付或者拒
付租金的，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
的，权利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
侵害之日起1年内起诉。超过1年的，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

苗毅教授工作站
落地南京明基医院

11月20日，南京明基医院苗毅教
授工作站正式揭牌，南京建邺区将迎
来顶级胰腺专家团队。南京明基医院
院长于振坤介绍，今年8月，江苏省胰
腺专科联盟南京明基医院分中心正式
揭牌，拉开了该院疑难胰腺病例诊治
建设的序幕。此次，苗毅教授工作站
正式揭牌，意味着很多胰腺疑难病例
在南京明基医院也能治了，而且是苗
毅团队亲自“操刀”。

据了解，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胰腺外科专业
组是全国最早成立的胰腺专业组之
一，该团队是一个由多学科融合的一
体化的胰腺疾病 MDT 专业团队。
2019年，该中心全年胰腺手术量共
1069台，手术数量和质量都稳居世界
前列。南京明基医院与苗毅团队合
作，相继成立了胰腺中心、苗毅教授工
作站，也翻开了明基医院胰腺外科的
新篇章。

苗毅教授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
医学中心的运作方式，有助于医疗效
果的提升和学科的发展，符合医疗模
式发展的趋势。此次挂牌苗毅教授工
作站，是要做一个“劳动型”的工作站，
门诊、手术都要做起来。从10月20
日到11月20日一个月时间，明基医
院胰腺中心共收治住院患者143人
次，目前在院患者46名，完成胰腺手
术18台，其中还有难度顶级的胰十二
指肠切除手术。

“南京明基医院二期将于12月打
桩开建，此后将会有四到六个专科医
院或临床中心在明基医院落地，‘2.0
版’的明基医院即将‘上线’”。南京明
基医院于振坤院长表示，明基医院近
年来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与苗毅
团队双方的合作是水到渠成。此前南
京明基医院是“1.0版”，关键词是服
务、生存，而苗毅教授工作站的成立，
将助力明基医院“2.0版本”的建设。
南京明基医院二期将于12月打桩开
建，除了胰腺中心外，还将有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中心、血液中心等四到六个
临床中心在明基医院落地，届时南京
明基医院也将成为南京占地面积最
大、体量最大的专科医院群。医院也
将从拥抱建邺到拥抱南京、拥抱长三
角，发挥更大的辐射效应，为更多百姓
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通讯员 李娜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健康问答

周女士：42 岁，最近在排卵期的时候总
是排出少量的血，两三天就没了，请问什么
原因，该怎么办？

南京市中医院妇科主任中医师赵薇：从
您的描述来看，是排卵期出血的症状，结合
您现在的年龄，可能是卵巢功能处于下降
期。如果您想治疗的话，可以通过服用一些
中药调理一下的。

门诊时间：周一、周五上午；周三下午。
蔡女士：今年 51 岁，最近查出患有多发

性的子宫肌瘤，最大一个直径 5 厘米左右，
需要立即接受手术治疗吗？在平时的生活

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
泰康仙林鼓楼医院妇科主任医师钟华：

51岁已临近绝经期，一般来说绝经后子宫
肌瘤不会再长大。如果患者目前月经没有
受到影响，没有不适，可以暂不手术，定期复
查即可。如果绝经后定期复查发现肌瘤仍
有增大的趋势，则需要及时处理。生活上没
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保持良好的生活习
惯，不要随便服用保健品即可。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全天、周二上午、周
三上午、周五全天。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孙苏静

扫码咨询

近日，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转移性
肝癌专业委员会揭牌仪式在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江宁医院举行。来自湖南、河北、海南，
以及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南
京鼓楼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等省内外十多
位专家，共同见证了揭牌仪式。

据悉，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转移性
肝癌专业委员会由上海东方肝胆医院、江宁
医院特聘专家杨家和教授担任主委，旨在推
动转移性肝癌治疗的科学研究和临床经验交
流，提升我国转移性肝癌的诊治水平。江宁
医院普外科主任、肝胆胰病区主任陈信浩介
绍，杨家和教授加盟南京市江宁医院以来，已
在该院开展上百例肝胆相关复杂疑难手术。
该院肝胆胰外科尤其在转移性肝癌的治疗中
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揭牌仪式后，中科院院士陈孝平与陈信
浩及其手术团队联手为一名高龄十二指肠
肿瘤患者实施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并现场演

示他独创的陈氏胰肠吻合技术。虽然陈孝
平院士已经做了一万多例肝脏疑难手术，但
一进入角色，便执着于细节和流程。他重点
演示并讲解了陈氏胰肠吻合术的技巧及要
点，现场观摩的专家们纷纷称赞，称其是“刀
尖上的舞者”。该技术新颖独特，易于推广，
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患者术后胰瘘的发生率，
极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提高了手术成功
率。这也是该患者从黑龙江哈尔滨慕名来
求医的重要原因。

江宁医院党委书记丁政教授介绍，医院
近年来不断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加快人才引
进，建设重点科室和专科，探索和研究重点
病种先进的诊疗手段。随着该专业委员会
在医院的落地生根，各地各类专家的频繁交
流学习，必将推动医研水平的提高，普惠更
多患者。

通讯员 符爱东 杨闵怡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钱鸣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
转移性肝癌专业委员会落户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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