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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地址：局前街185号 电话：0519-68870000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城中院区 地址：兴隆巷29号 电话：0519-88104931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阳湖院区 地址：滆湖中路68号 电话：0519-81099988

常州市中医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25号 电话：0519-88124955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兰陵北路300号 电话：0519—83016036

常州市肿瘤医院 地址：怀德北路1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新北院区 地址：红河路68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博爱路16号 电话：0519-88108181

常州市儿童医院 地址：延陵中路468号 电话：0519-69808000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地址：延陵东路288号 电话：0519-85052468

解放军第102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55号 电话：0519-83064102

常州市德安医院 地址：丽华北路157号 电话：0519-68016199

武进人民医院 本部：永宁北路2号 电话：0519-85579150
南院：武进区滆湖东路85号 电话：13915837120
高新区院区：武进区武宜南路509号 电话：13861188120

武进中医医院 地址：湖塘人民西路6号 电话：0519-86582737

常州市疾控中心 地址：泰山路203号 电话：12320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地址：健身路28号 电话：0519-86608357

常州北极星口腔连锁 地址：劳动西路201号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电话：0519-83089999

常州市口腔医院（市中医医院钟楼院区） 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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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医生，我女儿是Ⅰ型糖尿病患
者，今年23岁，准备生孩子，这个时期
怎么控制血糖更好？”一大早，一名来自
小河的患者家属匆匆赶到西夏墅镇卫
生院糖尿病专科，急切咨询道。

尽管是我市市级特色专科中的“新
兵”，慕名来到西夏墅镇卫生院糖尿病
专科的求诊者却一点不少。而随着特
色专科的成功创建，西夏墅镇卫生院上
下齐心开拓，服务能力更强，方式更新，
医院发展也随之迈上一个新台阶。
2015年，医院门诊、住院人次和业务总
收入双双实现增长。

为医院发展树品牌：
特色专科以专带全

西夏墅镇地处常州西大门，东邻春
江，南接罗溪，西靠镇江丹阳，北连孟河，
有多条省道、高速穿镇而过，出行便利。
如何通过提升医疗技术水平，把当地居民
的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留在基层诊治，
是卫生院院长虞中良一直思索的问题。

虞中良1993年以一名普通外科医
生的身份来到西夏墅镇卫生院，就此扎
根。从医疗服务一线走上行政岗位的
他，既清楚医院的优势——传统中医很
受居民欢迎，基础扎实，中医脾胃病科
早在2008年就被评为市级特色专科；
也不回避医院的软肋——西医方面尚
未打出品牌，发展后劲不足。

“专科就是特色，特色就是竞争
力。”虞中良说，为提高以技术含量为主

的医疗服务质量，2009年，看准糖尿病
患者逐年增多的趋势，西夏墅镇卫生院
率先在新北区一级医院探索和实践糖
尿病强化治疗。“影响远超预期，糖尿病
门急诊量一年达到2000多人次，出院
病人200人次。在此基础上，我们于
2013年正式启动了专科建设。”

专科负责人万一飞介绍，通过成立
专病领导小组、治疗小组，开放糖尿病
专病门诊和病房，开展糖尿病联谊会，
筛查高危人群，聘请上级专家定期查
房、讲座、指导，安排学科骨干到三级医
院进修、落实相关制度等具体推进举
措，糖尿病专科如火如荼地运转起来。

专科建设成效如何？
“患者就诊配药更方便了。”虞中良

说，“卫生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糖尿病
用药原本比较有限，“创建专科以后，区
政府专门给予扶持政策，使我们在基药
之外能增补一批专科药物，这样一来，
以前在大医院配药的居民在卫生院也
能衔接用药了。”

与此同时，检验科开展的专业项目
也更丰富了，科室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进一步满足了临床诊疗需要。加上资
源共享、人才培养等多重效应，以专科
专病促医院发展、树医院品牌的步伐迈
得更坚定有力。

为分级诊疗打基础：
公卫服务有声有色

与医疗齐头并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也是西夏墅镇卫生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卫生院下设6个村卫生室及社区卫

生服务站，服务人口约 4.4 万。2014
年，作为新北区试点，水塔口村卫生室
和浦河社区卫生服务站率先启动乡村
医生签约服务，试水慢病管理、健康管
理、基本服务。

“免费体检、主动连续的服务模式
很受村民们欢迎。”水塔口村村医商文
建对横河头组的一户居民印象深刻，

“那是西夏墅最边远的一个村子，家中
两位老人一个中风偏瘫多年，行动不

便，另一个又因糖尿病导致视力模
糊。正值壮年的儿子在市区工作，平
时没时间照顾父母，了解到签约服务
后主动帮父母签了500元慢病管理组
合。他说，有了这项服务就像多了一
位健康管家。”

更多家庭选择的是100元的健康
管理组合。“有健康评估，免一般诊疗
费，2个家庭成员每年还能免费体检一
次，光体检就省了500元，很实惠啊。”
33岁的村民孙东阳（化名）坦言，如果没
有这样的签约服务，他这个年纪是不会

自己掏300多元去体检的。
在成功试点的基础上，到2015年，

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已在6个村卫生室及
社区卫生服务站全面推开，充分发挥

“健康守门人”作用。“今年，由于新北区
新农合与城乡居民医保并轨，相关政策
还在协调中，乡村医生签约暂时没有启
动，为此，已经有不少村民在咨询了。”
商文建说。

不仅乡村医生服务开展得有声有
色，健康教育、妇儿保工作、慢病管理、
精防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报告和处理、卫生监督协管等多项服务
项目也都按规范有序开展。在虞中良
看来，用心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一方面让患者得到实惠，有利于引
导他们向基层医疗机构回归，做到小病
不出镇，使基层医疗机构回归应有的位
置；另一方面也使基层医务工作者整体
技术服务能力得到提高，为分级诊疗打
下坚实基础。

为今后发展画蓝图：
优化资源提档升级

“为居民提供更便捷的基本医疗服
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今后数年，专科建
设仍将是我们大力推进的一大重点，立
足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在做精、做
专、接地气上下功夫。”谈及医院发展，
虞中良成竹在胸。

“其中，糖尿病特色专科重点加强
人才培养。专科要配备中级职称2-3

人，聘请上级医院专家主任定期来院门
诊、查房、‘传帮带’，建立规范有序、科
学合理的专科服务能力；还计划添置胰
岛素泵，并提高糖尿病患者的规范管理
率。”虞中良说。同时，为应对老龄化社
会，老年人对养老和医疗的需求高度叠
加，医院计划开设专门的老年护理康复
病区，拟定床位30张；设置中医诊疗综
合服务区。

今年，我市创新医联体建设路径，
明确以区域型医联体为主体，共建专科
型、对口支援型医联体为补充，年内实
现全市基层医疗机构医联体全覆盖。
对此，西夏墅镇卫生院主动出击，“在与
市四院组建区域性医联体的基础上，计
划再拓展1-2个共建专科型医联体，进
一步提升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我们还
畅想，建立区镇村远程会诊模式，让老
百姓不出村就能享受区级专家的会诊，
让团队医生不出卫生院也能指导一对
一服务。”

对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西夏墅镇
卫生院也在谋求突破。虞中良透露，医
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积极争取人
才政策，引进业务骨干；另一方面通过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在留得住现有人
才的基础上培养好人才，同时将调整全
科团队，保证覆盖所有村和社区，让医
院更多的医务人员特别是临床医生参
与，以更好地为辖区居民提供主动、连
续、综合的医疗、公共卫生服务。

周茜 巢嫱/文 陈暐/摄

积极创建市级特色专科，开展乡村医生签约等公共卫生服务，西夏墅镇卫生院——

医疗与预防并重 当好居民健康守门人

护士向糖尿病患者讲解生活中的注意事项。

本报讯 上周六，市医学会疼痛
分会成立。当天上午，来自台湾、上
海、南京以及本地的多位疼痛科专家，
在人民公园雷锋广场举行了大型疼痛
义诊。

如果觉得痛，你会想到去疼痛
科就诊吗？市医学会疼痛分会主任
委员、市二院疼痛科主任邹志清介
绍，疼痛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
痛。据国外统计，30%-50%的门诊
患者因疼痛而就诊，急诊患者因疼
痛就诊的比例高达70%。很多患者
由于急性疼痛没有得到及时诊治而
转为慢性疼痛，困扰着他们的生活，
少数患者因此而患上了抑郁症。疼
痛科就是帮助患者减轻疼痛，改善
生活质量。

“疼痛科的治疗是运用多种技术
的综合性治疗，如神经痛点阻滞、冲击
波治疗、臭氧、大自血、激光、理疗、微

创技术等。”邹志清说，“疼痛科的核心
技术是微创治疗技术，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颈椎病、腰
椎间盘突出的病人越来越多，也越来
越年轻化，疼痛科应用低温等离子射
频、水冷射频、臭氧等微创治疗技术与
中西医治痛技术的融合，有很好的治
疗效果，丰富了临床治疗手段，是广大
患者所乐于接受的。”

疼痛科能看什么病？颈肩腰腿
痛、颈椎病、颈性头晕头痛、肩周炎、腰
椎间盘突出症、老年性膝关节痛、足跟
痛、慢性软组织损伤、三叉神经痛、带
状疱疹后神经痛、癌性疼痛、糖尿病后
神经痛、中枢性疼痛、脊髓损伤后疼
痛、幻肢痛、残肢痛、臂丛神经损伤后
疼痛、舌咽神经痛、突发性耳聋、缺血
性心脑血管疾病、更年期综合征等，都
可前往疼痛科就诊。

（徐丹）

市医学会疼痛分会成立

如果觉得痛，你会想到疼痛科吗？

时间
8月23日（周二）14:30-15:00

8月23日（周二）14:30-15:30

8月23日（周二）14:00-15:00

8月23日（周二）14:30-15:00

8月23日（周二）14:30-15:30

8月23日（周二）14:00-15:30

8月23日(周二)19:30-20:30

8月24日（周三）19:30-20:30

8月25日（周四）19:30-20:30

8月25日（周四）14:30-15:30

8月25日（周四）15:00-16:00

8月26日（周五）09:00-09:30

8月26日（周五）13:30-16:00

8月26日（周五）15:00-16:00

8月26日（周五）14:30-15:00

8月26日（周五）14:30-15:00

8月27日（周六）09:00-11:00

8月27日（周六）09:00-10:30

8月27日（周六）14:00-15:30

8月29日（周一）08:30-09:30

8月29日（周一）09:00-09:30

8月29日（周一）14:30-15:30

地点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新北院区住院楼16楼26病区示教室

新北院区住院楼15楼内分泌科1号房间

常州市儿童医院3号楼五楼

市一院一号楼19楼肾内科示教室

市七院新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十九病区健教室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妇幼保健院病房大楼六楼活动室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金色新城社区

新大楼四楼多功能厅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妇幼保健院病房大楼二楼新生儿科活动室

阳湖院区住院楼4楼“孕妈妈学校”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家长学校

市七院新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三楼产科宣教室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志愿服务内容
孕妇瑜伽（预约课、建议孕周>15周的孕妇）

《高血压病健康知识讲座》

《糖尿病饮食指导》健康宣讲

“向日葵”家长课堂：新生儿日常护理

《食物中的无机盐》健康讲座

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二十四）

“糖友夜校”

“糖友夜校”

“糖友夜校”

《糖尿病的管理及慢性并发症的防治》健康讲座

好爸爸课堂：产后科学坐月子、母乳喂养、婴儿护理指导

母乳喂养系列知识（建议孕周>24周的孕妇）

“欢聚一糖”义诊讲座

“市民开放日”活动

拉美兹减痛分娩呼吸法（建议孕周>28周的孕妇）

早产儿家长课堂

《快乐安全分娩》

新生儿沐浴抚触（建议孕周>28周的孕妇）

早产儿出院后家庭管理（早产宝宝家长）

孕妈妈学校（二十二）

快乐产妇（介绍无痛分娩方法和好处，孕期全程）

《糖尿病患者如何运动》讲座及手操示范

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七夕佳节，晚上8点半，莱蒙商业广场上的献血车上一派忙绿，大家纷纷撸起袖子，用”血色的
浪漫“纪念这特别的日子，图为血站工作人员为市民进行验血、身份录入及最后的献血流程。

虫子 文/摄

血色的
浪漫

卫生监督之窗

为进一步规范医疗美容机构依法
执业行为，按照省卫生监督所《关于开
展医疗美容机构专项检查的通知》（苏
卫监所[2016]56号）要求，8月11日至
12日，常州市卫生监督所对市发证的
２家医疗美容医院进行了监督检查。

本次检查重点内容包括人员资质是
否符合规定要求，开展的诊疗科目是否
在批准范围，人员设备配置是否符合医
疗美容医院设置的基本要求，手术分级

管理和医疗美容项目分级管理是否符合
规范，麻醉药品、抗菌药品使用是否符合
规范等。

从检查的情况看，两家医疗美容
医院都能严格按照许可诊疗科目开展
医疗美容服务，从事医疗美容诊疗活
动的医师均符合相关规定要求，麻醉
药品、抗菌药物的使用也比较规范。
卫生监督员同时要求医院加强医疗技
术临床应用管理、医疗美容项目分级
管理，严格按相关规定依法开展执业
活动。

喻瑞玉

市卫生监督所

对医疗美容医院开展监督检查

（上接B7版）
印度：姜黄
广泛应用于印度饮食的姜黄有助于

预防老年痴呆症，其令人惊奇的化学成
分是姜黄素，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特性。

挪威：三文鱼
挪威人对油性鱼肉的食用量较大，如

三文鱼和鲱鱼；它们富含欧米伽3脂肪
酸，有助于预防心脏病和促进大脑发育。

法国：红葡萄酒
红葡萄酒中含有的多酚类物质对

心血管健康有益，还具有抗癌功能。
泰国：冬阴功汤（酸辣虾汤）
泰国农业大学的研究者发现：泰国

人所喜爱喝的冬阴功汤（由虾、香菜、柠
檬香草和姜烹制而成）其抑制癌症肿瘤
生长的有效性远强于其他抗氧化剂。

日本：海藻
它富含抗氧化剂，能抵御自由基的

侵蚀，降低患癌风险。海藻还含有碘，
这种微量元素能促进甲状腺的功能正
常运转。

日本：荞麦面
日本人所食用的荞麦面含有具有

抗癌功能的维生素B17，它的营养价值
远高于西方人所食用的白色的、用小麦
和鸡蛋制成的普通面条。

冲绳：红薯
日本冲绳岛上的居民大都长寿，他

们最重要的主食是富含膳食纤维的红
薯，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A、维生素E
和钙、钾。

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