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天舟身上流露着青年医生的激情、理想和勤

奋。在采访的前一天，他从沈阳的医学论坛上赶回

来上急诊夜班，第二天又接连做了4台手术。这样

的工作强度，真让人替他捏把汗。

可刘天舟心里想的却不是这些。“胃癌致死率在

我国高居前3位；我们的胃癌患病总量让我坐立难

安；只要发现得早，95%的早期胃癌病人可以通过手

术康复；不做肠胃镜检查的体检并不完整，我建议

55岁以上的群体每年做一次肠胃镜检查……”刘天

舟关注的是这些热点话题。

成为一名医生，是刘天舟从小就埋下的梦想。

从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刘天舟前往

日本大阪赤十字病院进修腹腔镜胃肠手术，后在韩

国亚洲大学医院学习胃癌的微创化治疗，不断掌握

胃癌微创手术的前沿技术。他精通胃肠外科常见病

的诊断、治疗，擅长腹腔镜胃肠癌手术，腹腔镜疝气

手术及腹腔镜胃食管结合部疾病的诊治。

注重手术治疗的规范化、标准化，这是刘天舟

和他的团队对自身的严格要求。最近，在福州举办

的第11届胃癌外科规范化高峰论坛上，刘天舟以

过硬的专业素养拿下第6届“协和杯”腹腔镜胃癌

手术视频大赛第二名。在短短8分钟内，他播放

《完全腹腔镜下远端胃癌根治术》视频、演讲、回答

问题，以十足的自信向国内外专家、学者传播吉大

二院胃肠及营养外科的治疗理念。这位年轻的“80

后”外科医生给11位来自美国、意大利的知名胃癌

专家及国内顶级专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们对

吉大二院胃肠及营养外科腹腔镜胃癌手术规范化

给予极大认可。

医教相长，刘天舟一直这样认为。他常年负责

外国留学生临床实习带教工作，同时负责吉大二院

大学生临床技能培训工作，培训的学生在2016年

获得第7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

赛总决赛特等奖。2018年获得吉林大学青年教师

比赛二等奖，吉林大学“双语”大赛二等奖。2019

年第6届“协和杯”腹腔镜胃癌手术视频大赛二等

奖。2019年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第7届中青年教师

双语教学水平大赛一等奖，第10届青年教师教学

水平大赛一等奖。

在科研领域，刘天舟也有不少成就。近年来，他

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中华系列核心期刊10余

篇，SCI论文6篇，其中包括Acta Biomaterialia、

Advanced Science、Nature Communication等权威

杂志，累计IF>40分。

如今，年仅33岁的他成为了医院腹腔镜胃肠道

手术的新生力量，俨然成为了守护群众健康的一把

“尖刀”。“这是青年医生的担当和使命。我们不仅要

熟练掌握腹腔镜下对胃癌的微创治疗，对患者病变

部位具备很好的手术处理能力，还要以国际化视野

及时更新医学知识，为人民群众的健康奉献力量。”

刘天舟坚定地说。

守 护 健 康 的守 护 健 康 的““ 尖 刀尖 刀 ””
——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胃肠及营养外科主治医师刘天舟

本报记者 缪友银 实习生 段雨晴

案例一：小豆包A，男孩。老师描述其整天迷迷糊

糊，该说的不敢说，上课不敢回答问题，卷子老师没发

到，也不说，但有时候却调皮地去做一些老师不让干的

事。

专家分析
心理状态 这个孩子缺乏自信心，所以他不敢表

达自己的想法，尤其在不确定答案是否正确的时候更

是如此。但是这个孩子还是需要被老师关注的，所以

他会偶尔调皮地去做一些老师不让做的事情。

产生原因 这种现状挺常见的。多数是由于养育

者过于强势导致。家长经常给孩子的表达予以负面评

价，或者不能理解孩子的想法，让孩子听话就好。长时

间如此导致孩子对表达自己想法非常不自信，他很想

做家长、老师眼中的“好孩子”，但有时又不知道怎么做

才是足够好的，所以就会迟疑不敢说。而乖孩子往往

因为让家长放心地去做自己的事情，造成家长对孩子

的忽视，孩子便会用一些错误的小行动来引起家长的

关注。

如何应对 家长应该学会倾听，耐心理解孩子真

正想要表达的内容、情绪。鼓励孩子多表达自己的想

法，不评价对错。对孩子好的行为表现给予及时、积极

的反馈，让孩子知道自己是时刻被家长关注的。

案例二：小豆包B，女孩。幼儿园时期一直乖乖的，

自理能力不错，但是上了小学后竟然尿裤子。

专家分析
心理状态 对新环境适应不良，紧张、胆怯。

产生原因 小学的教学环境跟幼儿园有很大区别，

老师会要求更严格一些，有相对更严谨的上课、下课时

间，老师会要求学生尽量在上课期间不要去洗手间。

但是孩子们对排尿的控制还不够成熟，可能课间休息

的时候还没有尿意，或者有一点尿意但是不急，有其他

的事情就耽搁了，反而上课的时候着急想去洗手间了。

有的孩子比较胆小，老师强调过不许，她便不敢说了，

或者看到老师拒绝过其他孩子类似的请求，认为即使

说了老师也不会同意，所以会出现尿裤子的情况。这

种情况在新生中较常见，一般在开学一星期到一个月

内会逐渐消失，家长不用过于焦虑。

如何应对 对于孩子尿裤子的行为家长不宜反应

很激烈，跟孩子讲清楚正确的处理方式——及时跟老

师说。告诉孩子这个是很常见的过渡性反应，过一阵

子就会好了，切忌不可羞辱孩子，孩子在尿裤子后本身

就会感到羞耻，也知道自己犯了错，所以家长应予以宽

慰和引导。漠视、淡化的处理方式在消除这个我们不

想要的行为上是有效的。

案例三：小豆包C，男孩。年龄比班上大部分孩子

都小，自理能力差，动作也慢，老师怎么说像听不懂一

样。

专家分析
心理状态 孩子面对家长和老师严格的高要求，

自己做不到，他应该会感到挫败。

产生原因 由于年龄小，认知发展没有达到班级

其他孩子的水平。但是老师和家长用班级其他孩子

的普遍能力与其进行对比，会觉得他做的不好，达不

到要求。家长和老师用超出他年龄的标准要求他，其

实是不符合实际的。自理能力差，可能是年龄小能力

发展不足导致的，也可能是家长溺爱剥夺孩子成长空

间导致的。前者是正常现象，后者则需要调整教育方

式。

如何应对 家长要客观评价和看待孩子的能力发

展水平，并引导孩子客观看待自己的情况。在孩子遇

到困难时，家长要理解孩子的处境，并鼓励孩子用努力、

勤奋弥补不足。在老师、孩子焦虑时，家长要稳定住心

态，相信自己的孩子。

案例四：小豆包D，女孩。害羞，胆小，怕上学，怕

写作业，怕老师，孤僻，不合群，不愿和同学交往。

专家分析
心理状态 如果孩子从小一直如此，需要排查孤

独谱系障碍；如果孩子是入小学后才出现的症状，属于

新环境适应不良导致的场所恐怖。

产生原因 排除孤独谱系障碍后，这个现象可能

是因为家庭养育过程中的语言环境不好造成的。养育

孩子的家长较少跟孩子交流，也没有同龄的孩子一起

玩，导致孩子社交方面发展不好。

如何应对 家长应跟孩子多交流，经常一起聊怎

样交朋友、怎么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比如吵架、

误会、分享快乐等等，并用角色扮演进行游戏练习。每

天帮助孩子盘点她的进步，让她有成就感、积累在学校

的自信心，从而减少恐惧。

案例五：小豆包E，男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管

不住自己，经常溜号，在教室里乱跑，学了就忘，不会书

写，不会阅读，不会计算，且诊断过患多动症。

专家分析
心理状态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导致孩子对自己的

言行无法很好地控制。他也想做好，但是做不到，会屏

蔽掉周围负面的声音，进行自我保护。学习、书写、阅

读和计算的问题，必要时可做学习障碍筛查。

产生原因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成因很多，遗传、

神经递质、神经解剖和神经生理、环境因素、家庭和心

理社会因素等方面均对其有影响。学习能力的问题可

由神经发育等生理因素造成，也可能因学前的训练不

够造成。

如何应对 及时带孩子就医，遵从医嘱。对生病

的孩子，家长要多些耐心。

案例六：小豆包F，男孩。霸道，打人，无理取闹，

大发脾气，情绪难以控制。

专家分析
心理状态 孩子不会合理地表达情绪，只能通过

最原始、简单粗暴的方式表达。

产生原因 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一般最早都是

学习养育者的方式。所以这个孩子的家长很可能对

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也是以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表达

的，即家长一生气便斥责、吼、打骂孩子，所以孩子学

到的就是：生气的时候可以用打人、摔东西、大吼等

方式表达。

如何应对 首先，家长要学会用语言描述情绪，以

身作则，告诉孩子有情绪时除了发脾气还有更有效的

方法处理。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家长要猜测孩子的

情绪具体是什么，比如孩子通常会把愤怒、羞愧、遗憾

等负面情绪都用发脾气表达，家长要帮助孩子描述他

的情绪：你是因为刚才的事情感到愤怒吗？逐渐让孩

子学会描述情绪，他就不会总是发脾气了。

案例七：小豆包G，女孩。爱比较，攀比，虚荣，喜

欢到处炫耀。

专家分析
心理状态 所谓攀比心理，是刻意将自己在智力、

能力、生活条件等方面与别人进行比较，并希望超越别

人的一种心理状态。攀比是现在普遍存在于孩子之间

的一种现象。

产生原因 家长过度溺爱、娇生惯养，对孩子的要

求无差别给予满足，这导致了孩子过度以自我为中心，

形成攀比惯性。还有一部分孩子的攀比心理是由于家

长的自卑心理导致的，家长怕被别人看不起，当孩子说

别的孩子有什么的时候，便也会给自己的孩子买来，久

而久之导致了孩子出现爱攀比的心理状态。幼儿天真

无邪，心灵纯洁，模仿能力、好奇心较强，易教易懂易模

仿，是学知识学本领的时期，但幼儿未能辨别是非曲直、

真善美丑，什么都跟着学，因此，这种幼稚的天性为幼

儿攀比提供了心理基础，常被父母所忽视。一些家长

本身也不愿落后于别人，孩子想要什么都尽量满足，自

然会造成幼儿的攀比心理。

如何应对 当发现孩子的攀比心理时，家长要及

时纠正，做出正确的引导。首先，家长要摆正自己的心

态，避免因家长的溺爱、自卑心理等情况导致孩子产生

攀比心态。其次，家长要引导孩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可借助影视作品对孩子进行教育。当孩子讲

出他“想要……”的需求时，家长切忌出口否定，要理解

和肯定孩子有需求是正常的，得不到有情绪也是正常

的，能讲出来也是好的，然后引导其在正确的方面进行

正确的比较。

专家总结
孩子在刚进入小学的这个阶段，由于学习、生活和

环境均有较大变化，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家长要用一
颗稳定、强大的内心对待。家长要相信孩子是可以适
应的，理解孩子的处境和困难，并且耐心引导，陪伴孩
子的成长。

本报讯（记者宋育欣 实习生党鹏）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口

腔行动方案》，积极响应“健康扶贫”号召，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牙防办及吉林

大学口腔医院组织专家，到省孤儿学校开展了“健康吉林——口腔健康促进行

动”公益活动。

活动中，口腔专家们针对学生自理能力较差、易出现口腔问题的特点，围

绕“日常如何保护牙齿”“如何刷好牙”等口腔保健知识进行详细讲解，并在现

场演示正确的刷牙方式。讲解环节结束，专家和同学进行互动，现场气氛异

常活跃。随后，医护人员为该校1年级至3年级的百余名学生进行了窝沟封

闭。

鉴于儿童龋病高发，我省下拨专款用于全省儿童做窝沟封闭和局部用氟，

目前已为全省儿童窝沟封闭6.7万颗牙齿，局封闭4596人。

我省开展口腔健康公益活动

近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特教系、视障系、听障系的新生们迎来一场特

别的入学教育——省卫生健康委宣传中心联合该学院精心准备的主题为“阳

光下的青春”入学教育心理学专场报告会，旨在为新生提供正确健康的心理

指引。

在报告会上，主办方特别邀请3位省内资深心理学专家——医学心理学

博士、吉大一院主治医师田润辉，吉林农业大学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管

清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军政，面向特教系、视障系、听障系不同身体条件

的学生，以不同形式、有针对性地输出心理健康理念，以专业的心理健康知识启

迪学生未来的成长之路。在听障系举行的讲座上，该系辅导员黄杉充当现场手

语翻译，实时向在座学生转达报告内容。在专家们的专业讲解和引导下，学生

们积极互动，主动提出自己面临的问题，并展开热烈讨论，现场气氛异常活跃。

通过专家的讲解和互动学习，新生们收获满满。来自特教系的李文达说：

“这个讲座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生活事件和环境变化会给我们的心理带来

刺激，我们需要尽快转变心态，适应大学的环境和压力。”

活动中，省卫生健康委宣传中心副主任姚大力表示，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

人才的基地，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对大学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

个原因，我们已连续3年在全省各高校开展心理教学活动，希望我们的活动能

更好地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帮助他们拥有一个充满阳光的青春。”

一场特殊的入学教育
本报记者 宋育欣 实习生 党鹏

本报讯（记者宋育欣 实习生党鹏）又到一年开学季。9月5日，“2019年吉

林大学万名新生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培训”活动正式启动，在为期一周的培训中，

吉林大学万余名大一新生、留学生、教职工及吉大附中的560名中学生，一同学

习了这项实用的急救技能。

2018年，吉林大学、省红十字会、吉大一院等单位，首次面向万余名大一新

生举办了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培训活动，受到学生及家长的一致好评，也引起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据悉，今年培训课程的师资团队是来自吉大一院的优秀教学团队，每位教

师都经过美国心脏协会认证的心肺复苏急救技能培训并取得AHA证书。通过

培训学生们将熟练掌握心脏、呼吸骤停的识别与处理，以及成人窒息的科学处

理。省红十字会为培训提供物资支持，包括培训所用的100具教学模型、1.1万

本急救书籍和3550个急救包。

吉大万名新生参加急救技能培训

（本栏目与省科学技术协会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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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始了，又有一批小朋友背起书包，成为一年级“小豆包”了，这标志着

全新的学习阶段开始，是人生一大转折。有一些没有做好学前准备的小朋友出现

了尿裤子、打瞌睡、上课溜号等适应不良的心理行为问题，作为家长应该如何正确

对待和处理呢？本期《求证》我们邀请专家来聊一聊。

儿童心理疏导儿童心理疏导——
家庭教育的必修课家庭教育的必修课

本报记者 张添怡

8月23日至26日，来自国内外的千余名中

医药领域专家、学者齐聚美丽长白，共同探讨健

康产业与文化传播，拉开了2019中国长白山健

康论坛的序幕。

长白山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始终坚

持“政府主导、学会推进、整合资源、多方共

赢”的原则，一直致力于“解析政策风标、论道

前沿观点、聆听产经智慧、实现共赢发展，关

注我国中医药领域中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

求，弘扬时代精神，助力行业和产业发展”。

本届论坛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的“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

医药事业”的要求、对中医药事业发展传承战

略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也是以中医药为核

心，促进和引领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契

机。论坛已经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医药健康产

业大融合、大发展，立足吉林、面向世界的健

康思想的策源地、文化传播的舆论场、产业汇

聚的重要平台。

论坛主题鲜明——让中医为人类保驾，让

健康为世界护航，为致力于健康产业及文化发

展的专家学者们搭建了一个高水平的交流合作

平台。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谷晓红表示：

“大健康当中，中医药如何发挥作用？我认为不

是单纯在医院，应该到家庭、到社区，要有大健

康产业人才的培养，要有大健康的研究，还有大

健康的研发、推广、使用，相关产业都要参与进

来，当然这离不开政策上的引导和金融投入。

长白山健康论坛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可

以让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在大健康中发挥更大

的作用。”

相比以往，本次论坛亮点纷呈。一是层次

高。邀请到2位院士、2位国医大师，还有来自

国内外的66名专家学者，来自全国17个省、直

辖市38个地区的近千名代表参会。专家层次、

覆盖领域、参会报名人数均创历年之最；二是领

域广。增加了“长白山健康产业投资专家峰

会”。组织大家实地考察调研，聚焦长白山健康

产业及健康旅游优势和存在的问题，精准提出对策建议。三是成果多。在当地

建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将医疗资源引进长白山，助力基层医院发展，为长白

山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发布了长白山健康养生系列科普图书《经典茶

饮养生防病指南》，为论坛带来重要的文化价值；还成立了“吉林省中医药学会

药膳食疗研究专业委员会”“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膏方专业委员会”，以此培养长

白山当地中医药人才。

此外，论坛还开设了长白山国医论道、院长论坛——院长职业化、谋变新时

代、长白山道地药材膏方应用培训班、2019长白山药膳食疗论坛、长白山针刀

医学技能操作大赛等8个分论坛。

在论坛上，专家学者们围绕主题不断思考，从多个维度进行了创新思维上

的激荡，将各自相关领域中最精华的部分深挖出来，对健康产业发展提出了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深度研究、探讨、交流，为传播中医药文化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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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家

李昕萌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童

诊疗中心儿童保健科心理医生，长春市心理

咨询师协会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

治疗师，高级感觉统合训练指导师，高级注意

力训练师，家庭教育指导师。

擅长：厌学、多动等儿童行为问题；焦虑、

恐惧等儿童情绪问题；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

保健及家长养育指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