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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二维码，赶
紧把你关心的问
题发给我们吧。

“悦动悦健康”是常州报
业传媒集团推出的官方微信
公众号，以解读医疗卫生领域

相关政策，传递当下最热点的医学信息和本地卫生医疗新闻
等内容为主。我们会定期邀请本市各大医院知名专家，回答
大家在微信上的提问。

本期出场专家：奔牛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
千红

读者提问：扁桃体发炎肿大了，需要手术切除吗？
专家解答：儿童扁桃体发炎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率很高，

一般都是由于感冒或其他呼吸道疾病引起，常常伴有发热、
寒颤、咽喉肿痛、吞咽困难等。

扁桃体一般3-10岁时最大，10岁以后逐渐萎缩。儿童
会有生理性的扁桃体肥大，如果没有明显症状，家长可以不
用太担心。急性扁桃体炎多为细菌感染所致，因此，必须合

理使用抗菌素，根据炎症的轻重程度选择口服或静脉注射。
如果扁桃体炎频繁发作，或者扁桃体病变影响孩子健

康，就需要请专业的儿科和耳鼻喉科医生评估，是否需要手
术切除。手术适应症包括：扁桃体炎一年发作4次或多于4
次；扁桃体肿大同时有腺样体肥大，引起上呼吸道阻塞，造成
打鼾、吞咽不畅、发音不清等；扁桃体反复发炎，引起肾炎、中
耳炎、心肌炎等反复发作或久治不愈等。

日常生活中预防扁桃体发炎，要注意
均衡膳食，加强营养；要保持口腔清洁；要
避免交叉感染，特别是在感冒流行季节要
少去公共场所；要让孩子加强锻炼，尤其是
秋冬季节，要多参加户外活动，增强机体对
寒冷的适应能力。

专家解答的完整版请见今日的“悦动
悦健康”微信平台。

从1个病区到4个病区，从30张床
位到160张床位，武进中医医院康复分
院用了6年时间。

作为常武地区康复医疗水平领
先、服务特色明显、机构规模强大的医
疗单位，6载春秋，该院为近6000人次
服务，床位使用率95%左右，病人满意
度达100%。中国残联、江苏省残联等
各级领导先后来院视察并给予了高度
评价。

从无到有求突破，从有到优争一
流，其间付出了多少努力，武进中医医
院院长杨波的内心最清楚，如果说临床
科室是通过手术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拉
回来，给生命以时间的话，那么康复医
学科则是通过训练，让患者回归正常生
活，给生命以质量，给患者以尊严。

6年多实践，水平接轨国家级、省级

在2010年之前，“康复”这个词语，
在常武百姓日常中，出现的频率还很
低，即使到今时今日，尽管康复医学逐
渐开始被重视，但是仍有很多患者不了
解康复的意义和功能。

早在2010年3月，武进中医医院就
引入了这一概念，在赢得当地政府和上
级卫生部门支持后，开办了武进区康复
医院即武进中医医院康复分院，这也是
武进区首家专业性康复医院，该项目被
列入2010年武进区惠民工程之一。

近年来，武进中医医院陆续派专业
人员前往北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江苏
省人民医院、无锡同仁医院等地学习，
高起点、严要求。如今，武进中医医院
康复分院，已成为武进惠民工程的一张
靓丽名片。

中西医结合，一对一个性化服务

众所周知，康复是一门新兴的学
科，诞生不过百年多，在我国发展也才
三十多年。不少人误以为康复医学就

是静养，或在网上买点康复器材，自己
在家做做训练。其实，康复是一个几乎
从身体受伤同时，就必须展开的训练，
而盲目训练有很多害处，如果违背生理
正常秩序，强行进行训练，可能会发生
意外损伤，导致二次伤害。

目前，康复分院拥有专职的神经
内科医师、神经康复医师、康复治疗
师、言语治疗师、理疗师，实行康复治
疗小组工作模式，由康复护士、运动
疗法师、作业治疗师、语言治疗师等
专业人员共同组成康复治疗小组。

治疗方案“个性化”、康复训练模式
“一对一”，同时发挥该院中医药综合
等特色。

66岁的患者王先生曾因“脑出血”
而住院治疗，入院时几乎完全瘫痪。
王先生住院期间，在外地工作的女儿
只能逢周末赶到医院看望。医护人员
和康复治疗师团队倾注了大量心血，
给予偏瘫肢体运动疗法、上肢OT训
练、针灸、拔火罐、中药的湿热敷、理疗
等综合治疗。经过2个周期，王先生终
于能够缓步行走，恢复了生活的基本

自理能力。康复科主任王玉宇介绍，
像王先生这样的病人每年要接诊不
少，病人大多病情复杂，治疗时间长，
对生命质量要求高，通过努力让他们
逐渐康复特别有价值感。

江苏远宇电子集团董事长潘中
来，2014年向康复分院捐款百万元。
原来，他曾在康复医院住院一个多
月，康复疗效显著，对针灸、推拿、耳
穴埋籽等这些中医特色技术留下了
深刻印象。出院后，他出资100万用
于医院改善康复治疗设施设备。这

笔捐款，在王玉宇看来，是对康复团
队的肯定，更是对医院更好发展寄予
的厚望。

如今，“康复”概念被越来越多人所
接受，院长杨波感概，由中医院主导的康
复训练，可以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
健、康复等方面的优势，采用中西医结合
疗法，满足社会多元化的服务需求。

服务延伸，收获多项荣誉

康复医院交通方便，是闹中取静、
繁中取景的医养胜地。医院各楼层布
局合理，环境宽敞整洁，明亮舒适，从
人性化和安全角度考虑，过道走廊特
意为患者设置了盲道和扶手，每个病
房的卫生间的盥洗池安装了扶手。医
院还组织康复病友座谈会、献爱心义
诊咨询、卡拉OK活动等，有效地提高
了患者的康复积极性和自信心。这些
人性化的延伸服务也受到了患者的一
致欢迎。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而护理服

务，早已从院内延伸到了院外。患者出
院后，除了经常性的电话联系，该院还
建立了康复病友之家、康复之友QQ
群，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随时可以进行
咨询和沟通。

6年来，康复医院收获了满满的荣
誉：2011年曾荣获武进区“十一五”最
佳行业发展成就奖；2012年针灸理疗
康复科被确认为国家农村医疗机构针
灸理疗康复特色专科建设单位；2014
年5月，康复病区荣获常州市“优质护
理服务品牌”；2015年康复科被确认为
常州市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等等
等等。

6年多栉风沐雨，已然使武进中医
医院康复分院成为武进惠民工程的一
张靓丽名片。杨波表示，在未来的道路
上，康复分院依然会注重社会群体的康
复需求，并将进一步发挥特色优势，更
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专业的康复服
务，尽最大努力使患者早日回归社会，
健康幸福地生活。

沈芸 曹艳/文 胡平/摄

栉风沐雨6载春秋，武进中医医院康复品牌

给生命以质量，给患者以尊严

康复分院拥有物理疗法治疗室、作业疗法治疗室、言语吞咽治疗室、针灸推拿室、理疗室及近1000平方米的PT训练大厅。

扁桃体发炎肿大需要手术切除吗？

王玉宇主任正在为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本报讯 半年来一直感觉容易疲
劳、吃饭不香，以为是带小孩累了，但
吃了补品情况仍越来越严重，最近甚
至还出现恶心呕吐、尿黄得像酱油等
症状，让市民张阿姨怎么也想不到的
是，自己“无缘无故”竟患上“肝炎”，肝
功能严重异常。记者从市三院了解
到，像张阿姨这样的病例，临床并不少
见，追问病史，多数与“药物”有关。

市三院非传染性肝病科副主任
医师邵幼林说，起初张阿姨得肝炎的
原因查来查去也没查明，后来反复和
张阿姨聊天，才捕捉到一个关键的信
息：半年前，张阿姨在菜市场买了种
补品，由核桃、芝麻、花生、瓜子仁、何

首乌等打粉，每天吃一勺。正是其中
的何首乌导致了张阿姨的药物性肝
损伤。

邵幼林解释说，药物性肝损伤是
指由各类处方或非处方的化学药物、
生物制剂、传统中药、天然药、保健品、
膳食补充剂及其代谢产物乃至辅料等
所诱发的肝损伤。我国有报道，导致
药物性肝损伤的相关药物涉及传统中
药（约占 23%）、抗感染药（17.6%）、抗
肿瘤药（15%）、激素类药（14%）、心血
管 药 物（10%）、非 甾 体 类 抗 炎 药
（8.7%）、免疫抑制剂（4.7%）、镇静和神
经精神药物（2.6%）等。

药物性肝损伤分为固有型和特异

质型。固有型药物性肝损伤具有可预
测性，与药物剂量密切相关，潜伏期
短，个体差异不显著，临床相对少见。
特异质型药物性肝损伤具有不可预测
性，现临床上较为常见，个体差异显
著，与药物剂量常无相关性，临床表现
多样化，临床相对多见。张阿姨的肝
炎就是何首乌导致的特异质型药物性
肝损伤。

邵幼林提醒，任何药物都是双
刃剑，可以用来医治疾病，但使用中
也可能造成身体损害，尤其是肝脏损
伤，中药也不例外，一定要在专业医
师的指导下选择用药或治疗方案。
其次，别用保健品、滋补品代替药物

治疗，服用保健品和滋补品引起肝损
伤的病例在临床逐渐增多，并且由于
其发病十分隐蔽，而患者又不会想到
是由于服用了保健品或滋补品而导
致患病，易导致误诊。第三，药物性
肝损伤的严重程度与药物、药物使用
计量、人的体质、使用时间等都有关，
在服用药品、药物、保健品、滋补品过
程中，因注重身体的变化，如有不舒
服应尽早去医院就诊。最后，应自觉
加强对用药安全知识的学习和掌握，
学会阅读药品说明书，严格遵从其规
定的用药剂量、服药次数、使用方法
等要求，合理用药。

（李文坚 周茜）

本报讯 前不久，家住江阴的常女
士被灶台上的火苗烫伤，被家人送至第
102医院烧伤科。经医生观察，她两条
小腿创面暴露在外，已出现化脓感染症
状，为深2度烧伤，左前臂为浅2度烧
伤，总受伤面积为4%。

常女士被立即收住入院，进行清创
后重新上药，目前病人的感染症状已消
失，左前臂已恢复，两条小腿已局部上
皮化，长出新皮肤。

据悉，第102医院根据现代战争
伤的特点，整合军队专家资源，聘请解
放军第85医院医学博士、烧伤科专家
倪俊作为学科带头人，于8月初成立
烧伤科。除了开设烧伤门诊收治生活

中常见的烧、烫伤患者之外，还开设专
用烧伤病房，对烧伤所需的手术环境
和设备进行全新升级，具备对中、重度
的急性大面积烧伤、化学烧伤、电击伤
等急救治疗能力，之后还将逐步开展
烧伤后疤痕畸形整形、烧伤疤痕的康
复治疗。

烧伤科医生徐韦提醒，生活中的
烧、烫伤主要是由煤气烧伤和开水等液
体烫伤引起。常见的处理误区是：烧烫
伤后用牙膏之类涂抹伤口，或用什么秘
方进行治疗。“最好的办法是受伤后立
即用凉水不断冲淋，减轻创面的进一步
加深，然后第一时间到专科就诊。”

（王之辉 徐丹）

这两天，湖塘的顾阿姨有些纳闷，
她因为糖尿病在市二院阳湖院区内分
泌科住院，突然有天早上来了两个印
度医生跟着查房，一口英语叽里呱啦，
听都听不懂。

原来这是市二院第一次进行外籍
学生临床实习带教。今年6月份开始，

4位来自江苏大学的印度学生在阳湖
院区开始为期1年的实习生活。

二院科教科的医生朱忆翔说，4位印
度学生分两组在全院近20个科室轮流实
习，二院派了专门的老师英语全程带教，
这对印度学生和二院医生都是次全新的
体验。 赵霅煜/文 朱臻/摄

里约拔火罐火了，但有些事情你也许不知道

容易疲劳、恶心呕吐、尿黄，可能是肝出了问题

药物性肝损伤隐蔽但危害可以很大

本报讯 里约奥运会上，带着“罐
印”的澳洲游泳名将菲尔普斯，让我国
古老而传统的拔罐疗法迅速“蹿红”世
界。拔火罐火了，可是有些事情你也

许不知道。
孟河医派巢氏关门弟子、孟河中

医医院副院长郑光耀介绍，“拔火罐”
是民间对拔罐疗法的俗称，又称“拔管

子”或“吸筒”。中医认为拔罐可以逐
寒祛湿、疏通经络、祛除淤滞、行气活
血、消肿止痛、拔毒泻热，具有调整人
体的阴阳平衡、解除疲劳、增强体质的
功能。

郑光耀说，不同的拔罐法有其特
殊的作用，如走罐具有与按摩疗法、
保健刮痧疗法相似的效应，缓慢而轻
的手法对神经系统具有镇静作用，急
速而重的手法对神经系统具有一定
的兴奋作用，循经走罐能改善各经功
能，有利于经络整体功能的调整。还
有药罐法，在罐内负压和温热作用
下，局部毛孔、汗腺开放，毛细血管扩
张，血液循环加快，药物可更多地被
直接吸收，根据用药不同，发挥的药
效各异。水罐法以温经散寒为主；刺
络拔罐法以逐瘀化滞、解闭通结为
主；针罐结合则因选用的针法不同，
可产生多种效应。

市四院中医伤科主任医师史忠和

提醒，“拔火罐是有一定风险的。”史忠
和说很多人觉得拔火罐时间越长越
好，或者一定要拔出水疱来才能达到
治疗效果，其实拔火罐的主要原理在
于负压和温热的调节作用，时间过短
和过长都不适宜，一般10到15分钟为
宜。罐大小、材质不同，负压的力度也
不同，如果在负压很大的情况下留罐
时间太长，有可能会伤害皮肤而引起
皮肤感染。

眼下，已经入秋，史忠和说最近早
晚比较凉，同时气候也比较干燥，皮肤
也比较干，拔罐的时候，可以先顺滑一
下罐口，选择肌肉丰厚处，避开大血管
及重要脏器；此外，避免在风口拔罐，
选择在温暖的室内，拔完罐后及时穿
上衣服，避免受凉，适当喝一点温水。
还有，拔完火罐不宜立即洗澡，一般要
过1小时。

（张倩 杜蘅 董玉香 李青/文
陈暐 邓沄婷/摄）

第102医院烧伤科开科

市二院来了4个“印度医生”

有 要说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