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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栏

□通讯员 傅 佑

有一次，王冬曙医生在菜场的
一个摊位前被菜农叫住了，“您是王
医生吧？是您！我认得出的，我儿
子小时候就是您下乡来发现他身体
有毛病的，后来治好了。幸亏您发
现得早！”说着就要把最好的蔬菜塞
给她，她婉言谢绝，赶紧“逃走”了。

王冬曙医生致力儿童保健事业
40 年，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儿
童是祖国的未来、家庭的希望，王冬
曙为一代又一代儿童的健康成长，
倾注了一生心血。

“扶”苗助长
儿保门诊，是儿童体检中及时

发现生长发育偏离现象或存在隐疾
的第一线。有一次，王医生在门诊
检查一对 3 月龄大的双胞胎时，发
现其中一个孩子脊柱的骶尾部略有
凹陷，触诊凹陷处的皮肤比较薄，她
意识到孩子可能患有脊柱神经系统
疾病，建议家长带孩子去市级医院
进一步检查。孩子后来被新华医院
神经外科诊断为“隐性脊柱裂”，给
予手术治疗。“幸亏王医生及时发
现！”，家长由衷地向王医生表示感
谢。40年间，她经手体检的儿童无
数，筛查出早期发育异常、疾病
2000 多例，并及早干预，其中不乏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癫痫”
“先天性心脏病”等。

2006 年，“上海市儿童保健新
规范”要求，2岁以上儿童要每年检
测“尿常规”。因涉及经费问题，一
些区县暂未启动。王冬曙意识到尿
检的重要性，多次与单位领导去相
关部门沟通协调，终于使项目于当
年顺利开展，受检儿童 1958 名，其

中阳性 218 例，41 人转往市级医院
治疗（多囊肾，肾动脉畸形等），让这
些孩子及时得到了治疗。

田埂问路
下乡检查指导，是妇幼保健工

作的重要任务。
上世纪80年代，远郊交通和通

讯都很不发达。王医生一直记着一
件事，一个酷热的夏日，她要去一个
村卫生室指导。到了村里，农民正
在水田里插秧，田间小路又湿又滑，
她一步一滑，走出一身汗，迷路了，
村民们听说这个文弱的姑娘是城里
过来的医生，热心地给她指路：“往
南，走过两个路口再朝东……”她一
脸懵，不认识东南西北。大家见她
不知所措，索性叫来一位大叔，让大
叔骑着运送秧苗的老式自行车送
她。田埂狭窄，凹凸不平，她不敢跳
上自行车后座，大叔扶住自行车，让
她别怕，先坐稳了，然后自己再跨上
车，稳稳地朝村卫生室的方向出发
了……是敦厚的村民，给了她坚持
下乡送医的动力。以后的日子里，
她经受过雷暴雨的“洗礼”、曲径通
幽的“迷茫”，邂逅大蛇的惊吓，她常
想起那次坐在自行车上的感受，感
受到村民的热情、更感受到了自己
的责任，靠着“一张嘴两条腿”，她的
足迹遍布奉贤大部分乡村。

全程守护
1984 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国家卫生部选定上海奉贤作为联合
国妇幼卫生项目合作县，妇幼所承
担项目的具体实施，调查全区儿童
的贫血、佝偻病等发病情况。王冬
曙带领同事们参加市级培训，并传
授给基层医生，制定方案、一起实
施。项目历时3年圆满完成，得到

联合国基金会高度评价，并赠送给
奉贤一辆装备齐全的专用救护车、
一批新生儿抢救设备，访视秤等。

王冬曙多次参加全国性的儿童
体格发育调查、残疾儿童调查等，
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她主持
课题 3 项，发表论文数十篇。《发
育性髋关节脱位的早期干预》《奉
贤区低出生体重儿童智力、生长发
育探讨》《奉贤区3-5岁幼儿的营养
不良发病调查及防治措施研究》等
课题和论文，对提高全区婴幼儿体
格发育水平、降低发病率和伤残率，
起到重要的指导意义。她被区教育
局聘为特殊教育康复指导中心成
员，为奉贤培训幼儿园保健老师、保
育员等6000多人次。

2008 年，手足口病多发，她参
加多部门联合行动，对全区托幼机
构进行全覆盖地毯式检查，提出“先
洗手再进门”“流动水洗手”的措施，
较快遏制了疾病蔓延。

无数个忙碌一天后的静夜，王
冬曙仰望夜空，满天星光熠熠，她似
乎看到了孩子们明亮的眼睛。

点赞无数
2009年退休后，王医生被聘为

区早教中心专家，参加由区妇联、区
计生委、教育局组织的“0-3岁早教
农村行”活动。5 年间她每周随团
队深入奉贤各个村居委，筛查儿童
生长发育问题，向家长普及早期喂
养、预防意外伤害等知识，她还风雨
无阻地参加早教中心每年两次的大
型科普公益活动。

至今，王医生仍在南桥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儿保门诊，和年轻的医
生一起做课题、处理疑难病例。新
冠疫情期间门诊暂停，她的电话却
不曾停过，每天都有家长来电咨询
育儿知识，她不厌其烦、耐心解答。
有人衷心感谢，有人表示不解，退休
该休息了。而王医生说：“我是党
员，我入党的初衷就是为了奉献，为
儿童成长多做事，为祖国的花朵增
艳丽。”

王冬曙一直在呵护儿童健康成
长，她曾获联合国儿童基金项目协
作奖，区政府嘉奖、记大功、先进工
作者，区优秀志愿者等荣誉。

奉贤的孩子们是幸运的，他们
有王医生的一腔关爱，可以无忧地
健康成长，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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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苗成长沐“曙”光
——记奉贤区妇幼保健所儿保科原科长、副主任医师王冬曙

贤医风采

本报讯（记者 何 芹） 9月10
日，区交通委、城管、公安交警、交能
集团及下属停车公司、南桥镇、奉浦
街道等多部门开展了联合执法，在
南桥中心城区，对停车乱象进行专
项整治。

在早晚高峰时段，联合执法人
员分别对育秀路的古华路-环城东
路段及通阳路-菜场路段，环城东路
的八字桥路至韩村路段，进行集中
整治。引导非机动车有序停放，及时
清理停车带以外的违停非机动车；
对沿街商铺门口人行道上、不闭口
收费管理路段早高峰禁停时段的违
停车辆，告诫驶离或现场贴单罚款。

“通过联合执法，特别是育秀路
的古华路至环城东路这一段，这次
明显感受到停车有序多了。”区交通

委交通科科长俞杰表示，“从八月下
旬开始，区交通委牵头，已经开展了
三次联合执法，这只是起到一个引
导的作用，更关键还要靠各相关部
门，进行常态化的管理机制，动态的
检查发现整治消除这些违停行为。”

据统计，当天在育秀路、环城东
路路段共整治非机动车乱停放 39
余次，整治机动车查处违停 16 起，
劝离5起。

区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多部门联合执法，同时加强属地
日常管理，切实整治当前存在的乱
停车行为，进一步规范道路秩序，打
造“文明、规范、有序”的社会停车环
境，在巩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成果
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本区静态交
通管理举措。

前两天与朋友闲聊，他讲到自己
在停车方面的一点感触：街面店铺门
口是一块空白地带，过去在这停车，
没人管，这回全然不同了，城管和交
警开出罚单了，再无法心存侥幸。

其实，近年来，通过规范停车区
域、安装护栏等方法，乱停车的现象
已好转许多，但还是有漏网之鱼的
出现，那就是机动车在人行道、绿化
带等区域内违法停车，此区域执法
界限模糊不清，导致这个空子被慢
慢放大，以至于街头总有不规范的
停车画面出现。

在全国文明城区复查迎检工作
进入冲刺的时刻，这个顽疾被重点
锁定。每一个顽疾出现，一是它有
滋生的环境，二是对它放任自流。
联合整治中，两家部门全覆盖执法，
无疑是下了一剂猛药，但药到病除，
还是要靠长期调理。除了堵，还要
有更多的疏导办法。

如今，相比不断递增的机动车
保有量，停车位数量还是杯水车
薪。我们仍要想方设法，在有条件
的区域增设停车位、停车场，同时，

扩大智慧停车的覆盖面，在“奉贤停
车”微信公众号上整合更多停车资
源，让车主在最短的时间内能找到
车位。除了在停车位上做文章，我
们也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共享单
车等出行方式，让市民有更多便捷
的选择。

疏堵的落脚点，是为了人民。
我们要扭转市民的观念，一方面让
大家意识到停车是一种文明消费，
不能为了一己之便而任意妄为，另
一方面要鼓励有条件的市民绿色出
行，为道路交通作贡献。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是城市
建设的主体力量，所以在城市发展
过程中，每一位市民群众都要增强
自己作为城市建设主人翁的意识。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都献出一
份力，人人都自觉文明出行，城市就
会 变 得 更 和
谐，更美好，我
们最终也会是
品质生活的收
获 者 。（记 者
张莉莉）

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 陆婷
婷）近日，区中心医院血液科成
功开展首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填补了奉贤在造血干细胞
移植上的空白。经过3个星期的
治疗后，该患者顺利转入普通病
区。

今年 45 岁的贾先生，去年 7
月因为身体不适来到区中心医院
就诊，被确诊为多恶性淋巴瘤。
然而，经过 8 个疗程的免疫化疗
后，病情仍没有治愈的迹象。医
院告诉家属，该病如果单纯化疗
难以取得满意疗效，而自体造血
干细胞移植是近年来治疗该疾病
的最佳手段且复发率更低。多次
交流后，家属最终同意治疗方

案。目前，贾先生各项检查指标
恢复良好，没有产生发热及其他
不良反应。

贾先生表示，在这段特殊的
日子里，血液科的护士医生对他
都十分关心，为了防止出现不良
反应，大家也都小心再小心。“他
们对我很好，非常照顾，像一家人
一样，我也非常地感谢他们。”贾
先生感激地说道。

血液科的医生介绍,自体造血
干细胞移植的技术风险高、工作
强度大,因此，在无菌层流病房工
作的医务人员都在前期经过严格
的规范培训和知识学习。

区中心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
赵文理告诉记者，目前医院血液

科已经完成 5 例造血干细胞采
集，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将
陆续完成对4位病人的治疗。“在
第一例成功的基础上，我们科室
仍将不断提升自身医疗水平，坚
持与市区医院对标，为我们奉贤
老百姓的血液健康保驾护航。”

据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目
前适用于急性白血病、淋巴瘤、
多发性骨髓瘤和自身免疫性疾
病，皆取得良好疗效。

本报讯（记者 凌姗珊） 这几
天气温虽然有所下降，不过午后室
外仍显闷热。近日，一位88岁的老
伯就在路边险些晕倒，幸好正在附
近巡逻的交警及时出手相救，将老
伯送进了医院。

事发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奉
贤交警支队几位民警正在川南奉公
路附近巡逻，此时，其中一位辅警
发现，城大路路口有一位老人快晕
倒了，当时她的女儿扶着她，向交
警求助。公安奉贤分局交警支队机
动二大队三中队民警东陆辉介绍：

“看他神志不清，话也说不清楚，了
解了一下情况，老人是在奉爱医院住
院的。”

民警将老人扶上警车，以最快
速度送往医院，并通知了医院，护士
已在门口接应。经过及时救助，老

人已无大碍，可能是由于天气太热，
出现中暑现象。原来，这名老人姓
薛，已经 88 岁了，本身就在奉爱医
院住院。当天，她的女儿从四川赶
来看望他，下午带他出门走走，谁知
走了不到500米，老人就不舒服了。

事后，薛老伯女儿刘女士向记
者致电表示：“好在交警同志帮忙，
不然真不行。谢谢警察同志！”在
此，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最近气温
变化较大，冷热不调，一些岁数大的
老年人尽量不要出门，万不得已要
出门，一定要带好急救药品，在家人
的陪同下出门。

南桥中心城区

开展联合执法整治停车乱象

停出文明城市应有的气质

古 华 快 语

老人险些晕倒 幸得交警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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