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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

在我市儿科首家开展沙盘游戏心理治疗
筋膜内热针！

新华区医院治疗疼痛
又有新技术

赵军捧（右一）在对患儿进行沙盘游戏心理治疗 薛文涵 摄

□本报记者 牛瑛瑛
“没想到沙盘游戏心理治疗效果
这么好，我们刚治疗了 3 次，孩子乱
跑、乱动、不爱表达的现象就有了明
显好转。”昨日，市民张女士带着 5 岁
的儿子来到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
科做心理治疗时，高兴地对心理治疗
师赵军捧说。
据了解，今年 8 月 4 日，该院儿
童康复科在我市首家成功开展了处
于国际前沿水平、成熟、有效的沙盘
游戏心理治疗技术。截至目前，受益
患儿 200 余人次。

紧盯一流技术，引进国
际前沿心理疗法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孩子有多
动、注意力不集中、不愿表达、不愿与
人交流、性格孤僻等心理障碍，令家
人苦恼不已，难道就没有心理疗法帮
助这些孩子健康成长吗？
为解决这一问题，该院儿童康复
科作为我市最早建立的专业性脑瘫
防治和小儿神经性疾病康复机构、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
“ 十二五”
重点专科、省卫健委命名的“河南省
医学临床特色专科”，在该科主任、市
拔尖人才、市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儿科组专
家、省儿童孤独症康复委员会常务委
员、省儿童心理委员会委员段传伟的

带领下，该科人员不断探索、研究，走
访国内一流医疗机构，
发现一种前沿
心理疗法——沙盘游戏心理治疗。
目前，该心理疗法已在北京、上海等
城市医疗机构得到广泛应用，对儿童
自闭症、多动症、攻击行为、注意力不
集中、学习困难、自控能力差、遗尿、
网瘾、人际关系不良、儿童抑郁症、恐
惧症等有良好治疗效果。
锁定目标，快速行动。去年，该
科委派技术骨干赵军捧赴郑大三附
院心理行为中心进修沙盘游戏心理
治疗。学成归来后，在医院的支持
下，引进了一套完整的沙盘游戏心理
治疗设备：沙盘、1800 多种沙具和柔
软舒适犹如妈妈怀抱的海沙，设立了
专门的沙盘游戏心理治疗室，充分保
证医生和患儿在“自由与受保护”的
空间内，
进行一对一心理治疗。
该心理治疗技术开展一个多月
来，以新颖、独特、快乐的疗法和良好
的治疗效果，吸引了大量患儿前来就
诊。记者看到，每天预约来做心理治
疗的患儿都排得满满的，就连记者的
采访，也是在医生给患儿做完治疗
后，
休息的间隙中进行的。

让有心理障碍的孩子得
到全面健康发展
据赵军捧介绍，沙盘游戏心理治
疗是整合荣格分析心理学和东方哲
学文化的精髓，将游戏和心理咨询理

论相结合，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
一个良好工具。患儿可以从沙具架
上自由挑选心仪的各类沙具，如蔬
菜、房屋、人物、动物、交通工具等，通
过在盛有海沙的沙盘里摆放沙具，构
建自己的内心世界，把一些内心冲
突、不良情绪和美好愿望无意识地释
放、投射在沙盘中，形成作品，如：亲
密无间的父子、简单大气的房子、宽
阔无垠的大海等，待沙盘作品完成
后，医生和患儿通过共同讨论、体验
和分享，使孩子潜意识中被积压的负
面情绪意识化，达到情感释放的效
果，自我调理、自我疗愈、自我成长，
放下内心纠缠，从而内心平和，人格
得到整合的效果。
鲁山 4 岁的赵宝（化名），兴趣单
一，基本上不与人对视和交流，小朋
友摸他一下，他就会非常生气。今年
8 月，家人带他慕名来到该科就诊，
接
诊医生赵军捧经详细询问、测试，诊
断为典型性心理障碍患儿。经沙盘
游戏心理治疗 8 次后，患儿开朗了很
多，可以与人对视、交流了，也能试着
和小朋友一起玩了，心理障碍得到明
显改善，全家人高兴不已。还有一名
叶县 7 岁的男孩，注意力不集中、多
动、学习困难，经过一段时间沙盘心
理治疗后，
能安静地坐下学习了……
“沙盘游戏心理治疗除针对儿童
心理健康治疗外，同时还能在培养自
信与人格、想象力和创造力等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
”赵军捧说。

多学科联合协作成功救治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妇
本报讯 近日，平煤神马集团总
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通过多学科
密切配合，成功救治了一名凶险性前
置胎盘产妇。
8 月 12 日 19 时 20 分，一名凶险
性前置胎盘产妇由救护车接入总医
院。该产妇孕 38+6 周，因“胎膜早
破，疤痕子宫”在外院行剖宫产术，术
中见子宫下段血管怒张，考虑凶险性
前置胎盘。外院医生考虑到术中大
出血的风险非常高，建议转入生命护
航业务能力更强的总医院进行分娩
和救治。紧急联系后，产妇急诊转入
总医院。
总医院产科主任王华莉介绍，凶
险性前置胎盘术中术后容易发生致
命性大出血，危及母子生命，病情凶
险，难以控制。

产妇转入总医院后，医院立即启
动危重孕产妇救治绿色通道，组织抢
救手术团队。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
超声科、ICU、儿科等多个学科专家团
队集体会诊，展开讨论，充分备血，制
定周密的手术方案及突发情况抢救
流程。
王华莉和主任医师陈淑英为患
者实施手术，麻醉医护人员密切观察
患者各项生命指标，新生儿室医生备
足抢救物品。术中，产妇子宫收缩
差，出血汹涌，主刀医师沉稳、娴熟、
快速地予以彻底止血，分次运用强效
缩宫剂，采用间断缝合加固术及子宫
下段修补术，最后宫腔球囊压迫引流
术。
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师正确选择
子宫切口，快速娩出新生儿，结扎子

宫双侧子宫动脉，阻断子宫血流，取
出胎盘，宫体注射子宫收缩剂，缝合
止血胎盘剥离面，子宫压迫球囊放
置，有条不紊，一气呵成。新生儿娩
出后生命体征平稳。
历时 1 小时 49 分，手术过程顺
利，产妇和新生儿生命体征平稳，安
返病房。术后产科医护人员数次查
房，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及恢复情况。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一周后患
者痊愈出院。
医护团队凭着过硬的技术和默
契的配合，成功抢救了患者。今年以
来，总医院凭借强有力的团队，已成
功抢救急危重孕产妇 150 例，彰显了
医院精湛的技术水平和综合实力，为
该院下一步建立危重症孕产妇救治
中心奠定基础。
（李莹）

新华区医院疼痛二科医生使用筋膜内热针技术为患者治疗

□本报记者 娄刚 文/图
8 月 30 日下午，河南筋膜
内热针技术培训班在国家 973
计划筋膜学研究成果筋膜内热
针技术临床培训基地新华区人
民医院举行。
国内著名疼痛学专家、郑
大二附院疼痛科主任庄志刚为
我市一位 50 多岁的男性患者
现场治疗，患者膝关节长期疼
痛，腿伸不直，走路罗圈，经庄
教授使用筋膜内热针在他的臀
部进行松解治疗，
约半小时后，
患者的罗圈腿就有了明显改
观。
“太神奇了！”患者及参加
培训的医务人员不禁感叹。
“膝盖上有病，在臀部上扎
针。是不是很神奇？”
新华区医院疼痛二科主任
辛广科说：
“筋膜学是一套全新
的治疗疼痛的理论，以这个理
论为基础的治疗方法和传统治
疗方法很不一样。可以说，筋
膜学为我们治疗疼痛增加了一
个强有力的新工具。
”
据辛广科介绍，筋膜学是
南方医科大学原林教授等人首
先提出并不断完善的原创性理
论和临床体系。以筋膜为轴线
诠释生物进化规律，提出全身
结缔组织所构成的筋膜软性支
架网络是细胞发挥正常功能的
主要
“土壤”
。
筋膜内热针是与该理论对
应的治疗工具。筋膜内热针技
术是将现代恒温加热技术与针
法松解相结合，用特制针具刺
入人体腧穴或肌肉处，并辅以
针身恒温加热的一种治疗技
术。与传统针灸相比，具有恒
温可控、
使用安全等优点。
筋膜内热针的原理是内热
针针体在人体组织内形成一个
直径 1-1.5cm 的柱状热灸区，称
之为热针区域，在热针区域范
围内，病灶组织的供血、淋巴

液、组织液、酶类、脑多肽充分
活跃起来，其生理功能得到很
好的改善。产生的恒定温度，
能使病灶组织内的痛性物质迅
速变性或降解，使热针区域和
周边组织的气血凝滞、经脉淤
阻、筋脉缩等病灶症候群得以
消除和缓解并达到治愈目的。
新华区医院去年 7 月引进
这项技术，该院疼痛二科医生
先后在郑大二附院进行系统的
培训学习，
并开展临床治疗。
市区一位 48 岁的女性患
者臀部及下肢长期疼痛，到新
华区医院求治，诊断为腰椎间
盘突出，理疗后症状虽然减轻
但不理想，
使用筋膜内热针后，
不仅臀部及下肢症状有明显改
善，而且她的下腹部隐痛也消
失了，而患者以为这个部位的
疼痛另有原因，开始并没有告
知医生，所以当出现这种意想
不到的效果时，大家都感到很
惊奇。
另一位中年女性患者肩部
疼痛求治于该院，主治医生以
筋膜学为依据，排除了容易误
诊的肩周炎，诊断为岗上肌损
伤，
通过筋膜内热针将其治愈 。
“扎针容易，准确诊断、找
到病灶才见功夫。我们的医生
经过深入的学习实践，在这方
面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经验。”
辛广科说。
据辛广科介绍，新华区医
院依据筋膜学理论至今已诊治
100 多名患者，
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也 收 获 了 丰 富 的 临 床 经
验。这次由省、市疼痛学专家
和叶县、宝丰、舞钢、郏县、襄城
县等多地相关专业医务人员参
加的技术培训班上，辛广科和
疼痛二科主治医师黄凯歌、许
文娟，分别作了题为《内热针治
疗的筋膜学机制》
《内热针在筋
膜病中的临床应用》
《筋膜学及
筋膜内热针治疗膝关节痛》等
学术报告，
令同行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