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风采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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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698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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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康 服 务

2017年1月3日 星期二

编辑：夏敏

投稿邮箱：2472480746@qq.com 电话：88066185 联系人：夏敏

社区卫生

扫一扫，关注
医学会官方微信

天使卫士24+志愿服务为大家 （1月3日-1月9日活动安排）

医界风采
摄影大赛

主办：常州市医师协会
常州日报社

协办：步长集团
承办：象上空间

裴红蕾主任重病住
院后，把办公桌搬到了
病床前。夜深了，她仍
在为科室的工作伏案。

黑暗中，她，仿佛
就是那盏明灯……

王扬 文/摄

明灯

12月29日，在线旅行社携程旅游
发布《2016年在线医疗旅游报告》显
示，2016年通过携程报名参加海外体
检等医疗旅游人数是前一年的5倍，
人均订单费用超过5万元。报告预计
2016年出境医疗旅游的中国游客将
超过50万人次。

最新公布的《“十三五”旅游业发展
规划》明确提出：促进旅游与健康医疗
融合发展。而随着医疗旅游日益受到
青睐，在线旅游公司也开始关心国人的
健康和医疗服务。在旅游的同时，去韩
国做美容整形手术、带爸妈到日本等国
家做个体检、去欧洲氧疗养生、去美国
检测基因，在中高端消费者中流行起
来，成为中国人新的休闲项目之一。

医疗旅游人数是去年5倍，
人均花费超5万元

携程旅游《2016年在线医疗旅游

报告》显示，2016年海外医疗旅游产
品爆发增长，消费者通过APP和网站
进行在线预订成为趋势。2016年，携
程全年医疗旅游的订单量是前一年的
5倍，均价超过5万元/人，是我国出境
旅游人均费用的10倍左右。“海外的
高质量医疗服务是吸引中国消费者的
主要原因。”报告写道。

报告显示，健康医疗已经成为人气
最高的主题旅游项目之一。从携程
2016年的在线浏览预订看，我国游客的
Top10主题游品类依次是：自然探索、
越野自驾、滑雪、医疗体检、旅游婚礼、高
尔夫、禅修养生、游艇帆船、徒步、潜水。

其中，医疗体检也以人均超过5
万元的价格，成为消费最高的出境旅
游主题之一，仅次于极地旅游。

超过10万中国人赴韩医疗
旅游，整容最受青睐

海外哪些地方最受中国消费者欢
迎？报告发布了海外医疗旅游最受欢
迎的10大目的地国家和地区是：日
本、韩国、美国、中国台湾、德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瑞士、泰国、印度。

距离最近的日本和韩国成为海外
医疗旅游的首选。以韩国为例，报告
预计2016年赴韩“医疗旅游”的中国
人超过10万人次，在入境游客中占比
超过30%排名第一。

在韩国医疗项目中，整形外科最
受中国人青睐。而日本的癌症预防与
早期发现体系在全球领先，也颇受游
客欢迎，虽然做一次体检需要人民币2
到3万元，但高价也没有能阻挡中国
人追求健康的决心。

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进入
国人的视野，印度被称为“世界药厂”，
药品物美价廉，加上医疗水平高，去印
度看病成为了性价比极高的就医途径。

体检类医疗旅游项目最为热门

从医疗项目看，去海外体检最为
热门，占比50%以上。包括全身健康
检查、早期防癌检查、心脏检查、全基
因检测等。美容整形也非常受女性
欢迎。此外还有胎盘抗衰老、活细胞
抗衰老疗养、丙肝医疗、理疗养生
等。东南亚国家的度假式医疗也有
一定的粉丝。

报告从产品的浏览、预订排名，发
布了网上人气最高的十大医疗旅游线
路，包括日本东京抗癌体检、美国洛杉
矶拉斯维加斯全基因检测自由行、韩
国首尔综合健康体检之旅、瑞士抗衰
老疗养等。

此外，2016年11月下旬，携程宣
布战略投资美国试管婴儿就医服务提
供商智特医疗（IVF USA），发力出境
医疗旅游。 来源：澎湃新闻

王月环，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五
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位社区
医生。她扎根基层，踏踏实实做好慢
病防治精细化管理工作，成为百姓心
中的慢病专家。

她想改变的，是中国不正规
的看病方式

社区医生看得最多的是常见病、
多发病和慢性病，然而大多数慢性病
患者到社区医院，都是拿着药盒到医
院开药。针对这种情况，王月环认为：
开展健康教育是让百姓控制这些慢性
病的有效途径。所以，她每周三都会
在社区医院健康家园向社区居民进行
健康宣教，手把手地教会老百姓如何
监测和控制自己的血压、血糖，推广健
康的生活方式。她用健康知识服务社
会，改变了百姓不正规的看病方式，唤
起了人们尊重健康、热爱生命。

2013—2016 年王月环共完成健
康教育讲座122场，6965名居民从中
受益。

她所做的，是利用“五驾马
车”实行慢病精细化管理

2013年，王月环被公派到香港威
尔斯亲王医院糖尿病专科及内分泌研
究中心学习。学成归来后，她积极利
用社区医院健康家园这个阵地，筛选
了辖区内100名糖尿病患者成立“糖友
会”，实施个体化签约（糖友们花费150
元就可得到1200多元的项目体检及家
庭医生的精心管理），对他们进行糖尿
病精细化管理。她针对不同个体进行

“五驾马车”的个体指导，从饮食、运
动、药物、自我监测、健康教育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管理，同时通过开展“健康
教育周周讲”活动和糖尿病免费体检
筛查、咨询服务，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
知道如何监测和控制自己的血糖，改
变不良生活方式，让居民从被动到主
动管理自己。

她要实现的，是“基本医疗”
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并重的服
务宗旨

慢病精细化管理过程中，针对每
月出现低血糖的患者，王月环采取先
收病房住院治疗，控制平稳后出院继
续进行跟踪管理，实现管理方式连续
化，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糖尿
病初期的人群，也在平时的精细化跟
踪管理下，血糖得到平稳控制。针对
急重症的患者，她会利用与市第一人
民医院联合体开通的绿色通道进行双
向转诊。

同时，她也会定期深入居民家中
进行一对一的慢病指导，针对居民出
现的慢病问题及时干预指导，实现了

“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并
重的服务宗旨。

现在的她，已经走出江苏，走
向了全国

王月环的慢病管理经验得到了周
边城市社区专家的一致认可，多次被
邀请在全省慢病管理会议中传授管理
经验，在全省也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日前，王月环医生又有幸入选江
苏省优秀基层医师先进事迹报告团5
名成员之一，作为全国典型，赴重庆市
参加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典型事迹
报告会。

报告会上，基层医生们甘当“健
康守门人”，一个个先进典型事迹，感
人至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宣传司副司长宋树立指出：一要用

“先进典型事迹”鼓舞士气，进一步夯
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二要
广泛开展推选树立先进典型活动，营
造尊医重卫舆论氛围；三要以先进典
型事迹为动力，全力推进全省卫生计
生工作。

张春梅 文/摄

2016年超10万人次去韩国“医疗旅游”

整形外科最热门

“小医生”实现了她的大梦想

时间
1月3日（周二）14:30-15:30
1月3日（周二）14:30-15:30
1月3日（周二）14:00-15:00
1月3日（周二）14:00-15:30
1月3日(周二)19:30-20:30
1月4日(周三)19:30-20:30
1月5日（周四）14:30-15:30
1月5日（周四）15:00-16:00
1月5日(周四)19:30-20:30
1月9日（周一）14:30-15:30

地点
市一院一号楼19楼肾内科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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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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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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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脏生病怎么办？》健康讲座
《高血压病健康知识讲座》
《糖尿病饮食指导》健康宣讲
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一）

“糖友夜校”
“糖友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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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足的防治&血糖自我监测》健康讲座

开展单位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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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6年12月30日，市疾控中心举
办外聘科技顾问签约仪式，市卫计委党
委书记、主任王莉，市卫计委副主任刘志
洪，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院陈峰院长、公
共卫生学院胡志斌院长，苏州大学医学
部公共卫生学院张永红院长出席。

市疾控中心历年来高度重视科研人
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工作，是南京医科大
学和苏州大学教学基地。自2002年成

立以来，该中心承担了省科技厅项目3
项，省卫生厅项目20项，市科技局项目
23项，获得各级科技进步奖13项。中心
卫技人员中研究生以上学位占47.4%。

为不断提升新形势下疾控业务水
平和科研能力，在市卫计委的大力支
持下，市疾控中心决定聘任南京医科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胡志斌、苏州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张永红为兼职

科技顾问，力主传道授业、创新公卫科
技，不断提升科技实力。

会议由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陶国
忠主持。市疾控中心主任吉俊敏介绍
了中心科研、人才、中心实验室的硬件
实力和检测能力等基本情况。

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王莉指
出，这次签约为今年全市医疗卫生行
业的科研和专业水平向“强、高、专”层

面迈进打开了良好的开端。目前，全
市的医疗卫生行业已与南京医科大
学、苏州大学等院校开展了多领域和
多项目的合作，培养了诸多人才，取得
多项科研成果。要实现“健康中国”的
目标要求和“千载读书地，现代创新
城”常州发展目标，全市医疗卫生行业
科研能力还需不断提升。

张惠力 董秀晴

市疾控中心

聘任南京医科大、苏州大学科技顾问

中国人都有着一种别样的红色情
怀，每逢佳节红色的装扮必不可少，红
花，红布挂红灯都是中国人对过去的
美好的肯定也是对未来期待的祝愿。
一走进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
心布置的会场，那心中不由冒出暖意，
这满满红色海洋，让每一个人喜上眉
梢，忘却烦恼。

中心员工按不同职能分成四队，
每队需完成凉菜，热菜及馄饨的三次
较量。虽说是一次吃的狂欢，但较真
的医疗工作者可是不愿输掉任何一场
比赛，哪怕是忙碌的他们少有展现机
会的厨房。即使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
人在工作中练就的细腻与温柔同样在
包饺子、摆冷盘的活动中一展风采。
那样坚定专注的眼神是医疗者对病人
最好的安慰，可此刻也是他们刀法和
厨艺的保障。在会场他们收起严肃，

尽情欢笑，用心布置，认真展现。最是
佳节喜满院，那种在空气中都弥漫开
来的欢愉是你隔着窗，隔着门都能感
受得到。更何况还有那一道道精美的
佳肴，那一排排如饱满蚕玉般的馄饨，
口水早就不受控制地挂在嘴边。你不
妨再听听我给你报的菜名，那圆盘中
花型冷菜叫花好月圆；那荤素围着的
红虾叫众星捧月；那一个鲜字了得的
年年有鱼。在冷菜热菜都没捞到好的
我不由叫出声来，那是下好的馄饨上
来了。一个，两个……嗯，吃了几个？
不知道，只知道真香真好吃。

旧的一年向我们挥手致别了，新
的一年我们也心怀期待。愿我们能带
着今天的喜气喜迎新年，更愿广大医
疗工作者能在新的一年工作顺利，身
体健康阖家欢乐。

刘博/文 辛献珍/摄

食 赛 迎 新

近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
文明办、江苏省卫生计生委组织开展
的第三届江苏省“十大医德标兵”“百
名医德之星”推选活动顺利结束。

我市儿童医院四病区（血液肿瘤、

肾脏科）主任林雪峰获第三届江苏省
“十大医德标兵”称号；市二院大内科
副主任、心血管内科主任、阳湖院区心
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新，市儿童
医院急诊ICU主任、临床第二党支部

书记、副主任中医师邹国锦，市三院
十八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张锁才，市
钟楼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妇女保健科、生殖保健科科长、主治
医师钱爱珍，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党支

部副书记、十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
师董一善，市一院放疗科主任、主任
医师裴红蕾，溧阳市中医医院副主任
医师薛志琴等7名医务人员获“百名
医德之星”荣誉称号。 卫计宣

第三届省“十大医德标兵”“百名医德之星”

我市8人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