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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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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上午，红梅街道凯旋
城社区组织开展了防空警报试
鸣、防空防灾疏散演练。

活动中，红梅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吴院长进行了外伤包
扎和休克急救的演示，让大家学
到了不少医疗救护基本常识与技
能，并增强了自救能力。

邵华美 文/摄

急救演练

9月8日上午，市儿童医院行政办
公室接待了两位不一样的来客，一对
年过半百的夫妻带着锦旗和鲜花来感
谢一位叫蔡春梅的职工。工作人员一
时有些疑惑，是什么原因要让这两位
行动不便，甚至有点弱不禁风的老人
如此郑重其事地赶来？

轮椅上的女士娓娓道出了事情的
原委。

原来，两人在40岁的时候才生了
唯一的儿子，百般呵护。儿子也懂事，
从清潭初中考到省常中，可就在孩子
上高二时，妈妈突发中风瘫痪了，爸爸
王先生也因多年肝硬化而丧失劳动能
力。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一家人咬紧牙关坚持，儿子不负众望
考上理想的大学。可一家人却面无喜
色：开学的学杂费用怎么办？

他们的情况被刊登在报纸上，蔡
春梅正是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到这家人
的情形。当天，她就匆匆赶去，将5000
元现金交到王同学手里。原来，蔡春
梅的儿子和王同学同龄，并且考上了
同一所大学。蔡春梅决定资助王同学
完成学业。

内向的王同学成了蔡春梅的又一
个儿子。每次开学，蔡春梅都要给他
送上学费，逢年过节也带着一家人去
看望他，给他买些衣物，给王先生夫妇
带些营养品……两个上大学的儿子让

她倍感骄傲又有些吃力，但四年的大
学资助她从不后悔。

如今，靠着蔡妈妈的资助和奖学
金，王同学顺利完成学业，并在南京找
到满意的工作。王先生一家多次联系
蔡春梅要表示感谢，都被她婉言拒绝，
王先生夫妇这才找到了蔡春梅所在的
单位，对恩人为孩子带来人生的转变
表达最诚挚的谢意与感恩。

也是在这个道谢故事发生后，单
位的同事才发现，作为医院总务科一
名普通职工，收入不高的蔡春梅原来
已经用满满的爱心带领不少贫困学生
共同前行——

早在2008年，蔡春梅就开始了资
助贫困学生的行动。一次，她在网上
了解到边远地区的孩子因贫困而不得
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这让已为人母
的蔡春梅久久不能平静，她于是和丈
夫商量，资助那些贫困学生，帮助他们
圆大学梦。

就这样，从新疆到海南，再到四
川，每年高考结束，蔡春梅就开始寻
找她的“临时孩子”，每年几千元不
等的学费也通过资助平台一一寄
出。而她结对资助的新疆女孩思思
更为了她来到常州工作，并在常州
成家。当受邀坐到思思孩子的百日
宴上，蔡春梅内心的激动无以言
表。她说：“我只是做了一些小事，
帮上了孩子们我很开心，我很享受
这个开心的过程。”

钱群华 周茜

2016年 9月 20日是第28个“全
国爱牙日”，常州口腔新兴的医疗实力
团队——红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口腔
科以2016年爱牙日主题“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为内容广泛开展爱牙日活
动，让更多市民朋友增强口腔健康观
念和自我口腔保健意识，提高口腔健
康水平。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
组成部分，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
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
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洞、无
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

口腔健康直接或间接影响全身健
康。口腔疾病如龋病、牙周疾病等会
破坏牙齿硬组织和牙齿周围支持组
织，除影响咀嚼、言语、美观等功能外，
还会引起社会交往困难和心理障碍。
有些微生物长期存在于口腔中，可导

致或加剧某些全身疾病如冠心病、糖
尿病等，危害全身健康，影响生命质
量。全身疾病对口腔健康的影响也不
容忽视，一些全身疾病可能在口腔出
现相应的表征。例如糖尿病人抗感染
能力下降，常伴发牙周炎、拔牙伤口难
以愈合。艾滋病病人早期出现口腔病
损，如口腔念珠菌病、毛状白斑、卡波
济肉瘤等。

口腔疾病可防可控可治，防控口
腔疾病需要个人口腔维护和专业维护
相结合。有效刷牙能清除牙菌斑，是
最主要的个人口腔维护方法。建议成
年人每半年到一年进行一次口腔检
查，儿童每三个月到半年进行一次口
腔检查。

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常
州、武进医保定点单位，是一个常州基

层卫生名科，拥有50
多名口腔专科团队，
由常州口腔界一批知
名专家返聘在这里工
作，目前已形成四大
团队——种植牙团
队、牙列不齐矫正团
队、假牙修复团队、口
腔全科团队。设备配
置先进，拥有社区医
院第一台口腔CT、国
际品牌普兰梅卡口腔
曲面断层全景机、种
植牙机、综合治疗台、
非手术牙周病治疗机、牙科激光治疗
台、50多台现代牙科专用设备等，最近
率先在常州开展3D打印技术修复假
牙，开创假牙修复新时代。优美的环

境，优质的服务，常年口腔收费优惠
20%以上，吸引了各种档次需求的牙
病患者。节假日、双休日照常门诊，每
天开设夜门诊。

最近，朋友告诉我高露达在举行
“我与高露达20年征文活动”，我的脑
海里不禁浮现出那天下午的情景：那
水、那茶、那女孩……

我很早就是一个高露达的忠实顾
客，每次购买饮用水都会选择去高露
达。高露达饮用水不仅品质好，工作人
员的服务态度又特别好。高露达饮用
水点点滴滴地积累，给我留下了深刻良
好的印象。每次来到高露达的门市部，
工作人员都会笑脸相迎，根据我的需求
帮我选购饮用水；走时，也同样笑脸相
送。这个企业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让
我肃然起敬。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

我对高露达的服务赞叹不已，难以忘怀。
那天下午，我到高露达门市部购

买饮用水，门市部一位工作人员向我
热情推荐正在举行的购高露达送好礼
活动。交谈中，我的老毛病心脏病突
然发作，冷汗直冒，身子发软顺势就要
瘫坐下去，年轻的工作人员一把将我
扶住，同时向其她工作人员求助。从
旁边办公室又跑出来两位工作人员，
赶紧把我安置到客户休息区的沙发上
并要求我平躺上去。有给我倒水的，
有询问我家人联系方式的，并自告奋
勇问我是否知道应急药品，要到就近
的药店给我买药，或送往医院就医

……我躺在那里，高露达工作人员一
直关切地守候在我的身边，直到我的
疼痛过去。

我很庆幸，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在
我最痛苦的时候，得到了来自“高露达”
亲人般的照顾与帮助。后来，我还专程
到高露达门市部向几位工作人员致谢。

我长年在常州做服装批发生意，
一个人在异乡漂
泊，高露达长期
陪伴着我，成了
我生活中的好伴
侣。今天，又是
在我最需要帮助

的时候，“高露达人”的服务温暖了我
的心，让我感动良久……

一杯热茶、一声问候、一份关怀，
或许在常州一般本地人的眼里并不算
什么，但我刹那间的感动，已经成为一
种永恒记忆。一杯热茶暖我心，让我
念念不忘“高露达”的温情！

徐月美 泰兴苏中

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
红梅口腔科广泛开展2016年“全国爱牙日”活动

疾控在你身边

金秋九月，开学季，目前正值返校
高峰。市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提醒学
生们在注意交通安全的同时，做好个
人卫生，防止季节性传染病的发生。

小朋友要小心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人肠道病毒引
起的常见传染病，5岁以下婴幼儿是
发病主要人群，该病也是幼儿园常发
的一种传染病。大多数的手足口病患
者症状轻微，以发热和手、足、口腔等
部位皮疹或者疱疹为主要症状，一般
感染后7-10天内会痊愈。预防手足
口，重点要做好手部卫生。在家里，家
长和小朋友都要讲卫生，勤洗手；不要

共用个人物品，如毛巾、汤匙等，避免
交叉传染；如果有小朋友不幸被感染
上手足口病也别慌，及时就医很重要。

呼吸道传染病也要提防

以流感、水痘、流行性腮腺炎为主
的呼吸道传染病在秋季也慢慢抬头，这
类传染病的病原体主要以病毒和细菌
为主，以空气飞沫传播为主，多以发热、
咳嗽、头痛和全身不适等临床症状为
主。预防呼吸道传染病，个人要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多洗手、勤运动，提高自
身机体免疫力才是“王道”，而家庭和学
校要做好开窗通风和消毒。如果出现
发热、咳嗽等症状，则要尽快到医院诊
治，并根据医嘱住院或居家隔离休息和
治疗，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董秀晴 张惠力

近日，市中医院举行了60周年院庆系列活动之一——职工八段锦比赛。全院
职工在本次比赛中共分18个大组参赛，各参赛队把八段锦柔和、虚实相生、刚柔相
济等特点演绎得淋漓尽致，意动形随，表现难分伯仲。经过激烈的角逐，新职工组、
医技大组、妇科七区康复科一病区联队荣获前三名。八段锦是一项内外兼修的保健
养生功法，是健身健心的有效方式，它结合中医经脉学，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土壤之中。 何云开 文/摄

健康开学季，小心季节性传染病

儿童医院一职工

不动声色 助学8年
——受助新疆女孩为了她来常州工作

医院story

为推进“医联体”建设，更好地发
挥三级医院专业技术优势及带头作
用，加强社区卫生机构能力建设，新闸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常州市第三
人民医院合作，成立了泌尿外科。

自九月起，每周四下午常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专家将到新
闸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科坐
诊。社区居民不用跑到医院，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专家级的诊疗服
务，不但解决居民“看病难”的问题，
使更多的居民得到实惠，同时提高

了中心的医疗水平，提供更快、更好
的医疗服务。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是
一个集泌尿外科学、男科学、女性泌尿
外科学和盆底学为一体的综合科室。
科室主任朱喜山为学科带头人。诊疗
特色：1、微创手术治疗膀胱肿瘤、前列
腺增生，2、微创泌尿外科腹腔镜手术，
3、盆底功能障碍疾病诊治，4、微创电
子膀胱镜及输尿管镜检测，5、泌尿系
统结石的微创治疗，6、男性生殖系统
疾病诊治。

助力社区卫生 守护居民健康
——新闸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特色泌尿外科

时间
9月20日（周二）12:00-15:30
9月20日（周二）14:00-15:00
9月20日（周二）14:30-15:00
9月20日（周二）14:30-15:30
9月20日（周二）14:00-15:00
9月20日（周二）14:30-15:30
9月20日（周二）14:30-15:00
9月20日（周二）15:00-16:00
9月20日（周二）19:30-20:30
9月21日（周三）12:00-13:00
9月21日（周三）12:00-13:01
9月21日（周三）19:30-20:30
9月22日（周四）07:30-11:00
9月22日（周四）14:00-15:00
9月22日（周四）14:30-15:30
9月22日（周四）15:00-16:00
9月22日（周四）19:30-20:30
9月23日（周五）08:00-15:00
9月23日（周五）09:00-09:30
9月23日（周五）13:00-13:45
9月23日（周五）14:00-16:00
9月23日（周五）14:30-15:00
9月24日（周六）08:30-10:30
9月24日（周六）09:00-11:00
9月24日（周六）14:00-15:30
9月26日（周一）09:00-09:30
9月26日（周一）19:30-20:30

地点
延陵小学

市一院三号楼18楼骨一科示教室
常州市儿童医院3号楼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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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一院一号楼19楼肾内科示教室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市三院呼吸内科病区东侧休闲区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红日家园老年公寓
幸福天年老年公寓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香梅小学

河海富都社区讲课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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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解放路小学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西仓桥小学
安阳里社区居委会2楼

妇幼保健院病房大楼二楼新生儿科活动室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阳湖院区住院楼4楼“孕妈妈学校”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家长学校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志愿服务内容
健康体检

“谈骨论筋”骨科健康知识讲堂
“向日葵”家长课堂：新生儿日常护理

《高血压病健康知识讲座》
《糖尿病饮食指导》健康宣讲

《肾性高血压的防治》健康讲座
孕妇瑜伽（预约课、建议孕周>15周的孕妇）

规范化治疗支气管哮喘
“糖友夜校”
急救知识培训
急救知识培训
“糖友夜校”
健康体检

高血压防治，糖尿病的自我管理
《糖尿病患者如何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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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友夜校”

健康体检
母乳喂养系列知识（孕周>24周的孕妇）

健康“童”行——儿童应急避险急救知识科普行
“欢聚一糖”讲座义诊

早产儿家长课堂
分娩方式的选择
《孕期球操》

分忧解惑—做幸福的爸爸妈妈
快乐产妇（介绍无痛分娩方法和好处，孕期全程）

“糖友夜校”

开展单位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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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高露达”——那水、那茶，那女孩

有 要说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