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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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698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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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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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卫士24+志愿服务为大家 （2月21日-2月27日活动安排）

随着自由执业的放开，越来越多
的医生选择离开体制，创办个人诊
所。全科诊所、儿科诊所、口腔诊所等
等，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但在
国内外，尚有一个诊所并未普及，这就
是专门针对肥胖人群的减肥诊所。而
全世界的肥胖病人正在不断增加，这
一诊所可能在今后几年颇具吸引力。

据 Triad Business Journal 报
道，近日，Novant Health（美国排名
前25位的综合卫生系统之一）就在北
卡罗兰Greensboro开设了一家致力
于帮助肥胖人士减肥的诊所。

Novant Health的减肥诊所虽
然针对的是一群特殊的患者（严重肥
胖的成年人），但现阶段减肥手术已经
基本达到了人人知晓的程度，而且有
资格做减肥手术的医生也正在增加。

除此之外，肥胖患者数量的升高
也为减肥诊所的创立提供了基础条
件。2016 年 Mordor Intelligence
发布报告指出，虽然美国在公共卫生
的投入上从未停止，但肥胖患者的数
量却仍在逐渐增加。

大约近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受
到肥胖的困扰，而且病态肥胖人数的

增长趋势已经超过非病态肥胖。
2000年到2005年之间，美国病态肥
胖人数的增长率高达50%。

通常病态肥胖与高血压、二型糖
尿病、血脂异常、骨关节炎和胆囊疾病
等多种严重合并症相关。这就意味着
这部分肥胖病人将消耗更多的医疗资
源，负担更加昂贵的医疗支出。

减肥手术已被证明对病态肥胖是
一种有效的减重手段。还能降低肥胖
病人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合并症的
发生，甚至降低死亡率。研究发现，肥
胖病人因为体重造成的严重抑郁也会
在减重手术后得到改善。因此，美国
NIH建议BMI指数高于40或BMI高
于35且合并其他严重疾病的肥胖病
人进行减重手术。减重手术的平均花
费从约17000美元到26000美元（人
民币近12万-18万）不等。

从这些数字及趋势看来，在美国，
减肥手术拥有非常可观的市场前景。
根据预测，2016年北美的减肥手术已
拥有近6亿美元的市场，到2021年，
将达到12亿美元。

减重手术有哪些卖点？
Healthcare DIVE经过对比分

析后指出，它是目前医疗领域为长期
致力于减肥的病人提供的唯一实质性
的可行方法。患者不仅能够减轻体
重，还能改善自身的健康行为。

而且健康保险公司更愿意报销
减肥手术的花费，因为2型糖尿病等
与肥胖相关疾病的治疗通常会非常
昂贵，还不如将疾病的萌芽尽早“扼
杀”。事实上，2008 年就有研究指
出，第三方支付为肥胖病人报销减肥
手术费用后的三四年内，这些病人在
其他医疗费用上的花费是有所减少
的，相当于节约了很大一部分的医疗
支出。

然而，较高的医疗费用也意味着一
些肥胖病人将负担不起。最新调查指
出，大约四分之三的消费者不知道他们
的医疗保险中是否包含了减肥服务。
不过知晓与否是可以通过沟通而改善
的。更大的问题是保险公司今后将对
减肥服务如何报销以及患者需要对筛
选评估、营养咨询、心理评估、手术、手
术后护理及随访负担多大的比例。

《柳叶刀》杂志去年发布的调查
报告显示，我国的肥胖人数已经超过
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总数达到了8960

万。这一结果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但人们对肥胖治疗的认识还不足。
2000年左右，北京的几家三甲医院就
已经开设了肥胖门诊。这之后，减肥
门诊“遍地开花”。但由于普通百姓
对肥胖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减肥门
诊的使用没能达到最大化。加之医
生执业的特殊性，我国也还缺乏预
防、治疗、护理一体化服务的正规减
肥诊所。

在荷兰，荷兰肥胖诊所 NOK
（Nederlandse Obesitas Kliniek）是一个
经营了二十多年的专业治疗病态肥胖
症的独立诊所。目前NOK已形成多
学科专家小组，包括全科医生、内科医
生、心理医生、外科医生、营养师及理
疗师，为病态肥胖患者提供一体化的
治疗及护理，旨在最大限度地为患者
提供长期健康效益。其运营模式已经
非常规范、流畅。

面对胖子多过瘦子的现状，肥胖
的治疗将会逐渐显出其重要性，而形
成像NOK一样的减肥诊所也将有不
俗前景。但正如前所述，保险的报销
方式、报销金额等仍有待完善。

来源：搜狐

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
提出了到2030年消除肝炎危害的目
标，简称“2030目标”，它已成为全球
肝病防治领域的“一号课题”。作为
肝病高发地区，中国肝病防控形势对
实现这一目标来说，起到举足轻重的
作用。

日前正在上海召开的第26届亚
太肝脏研究学会年会（APASL），汇聚
全球5000多名肝病专家，围绕着“携
手消除亚太地区病毒性肝炎”的主题，
进行深入讨论。在昨日大会主办方与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举办的论坛上，针
对“2030目标”，世界卫生组通过了
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的国家措施、
2017WHO指南肝炎检测的开展及检
测方式区域创新，以及消除乙肝在亚
洲的母婴传播三方面的讨论，探索从
不同层面推进的行之有效的策略。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肝病项目负责
人马克·巴特莱强调，要实现这一美好
愿景，不单单是医学人士的责任，而是
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医疗行业、社
会以及患者个人的共同努力。亚太尤
其是中国是推进这一全球行动计划的
重要参与者，在抗击乙肝领域，中国是
全球表率。

出生后第一针

中国是肝病高发地区，现有8000
万乙肝病毒感染者、1000万丙肝病毒
感染者，此外，还有20%的人有脂肪
肝，以及其他代谢性肝病、药物肝损
伤等。肝病已经成为亚太包括中国
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想要实现

“2030目标”，中国的作为无疑是举足
轻重的。

实现“2030目标”，中国如何发挥
自身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肝病项
目负责人马克·巴特莱高度评价了中
国在抗击乙肝的成功经验，他说，中国

最大的经验是乙肝疫苗接种工程。婴
儿出生后第一针的乙肝疫苗在中国的
覆盖率高达 90%，这是了不起的成
就。在西非等地，这个比例还很低。
通过这“出生后第一针”，阻断乙肝母
婴传播成功率高达90%，余下10%没
有成功阻断的病例，是那些高病毒载
量的母亲，她们可通过孕期服药阻断
乙肝母婴传播。预防乙肝母婴传播是
降低病毒性肝炎危害的重要举措，中
国的经验值得推广。希望中国在肝病
防治的其他领域继续为全球作出表
率，贡献经验。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负责人
Pollin女士也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在
抗击肝炎上的高效，“去年五月份，国
家卫计委通知病毒性肝炎药物大幅降
价，去年6月份，国家食药监局同意快
速批准用于治疗丙型肝炎的DAA药
物，中国政府的效率很高，希望继续得
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

预防乙型肝炎母婴传播是降低

病毒性肝炎危害的重要举措之一。
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2015年启动了

“乙肝母婴零传播工程”，2016年在此
基础上又启动了“妊娠乙肝防治示范
基地”，并且运用移动医疗工具（小贝
壳 APP）对乙肝孕妇规范管理，显著
提高阻断成功率。目前已有近百家
医院加入了项目行动，培训了3000
多名技术骨干，惠及近万名乙肝患
者，即“百千万工程”。此次大会上，
大会主席侯金林教授和有关专家分
享了我国乙肝母婴传播阻断的成果
和经验。

各界联合抗击肝炎

巴特莱强调，抗击肝病不仅仅是
医生的责任，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
医疗行业、社会以及患者个人的共同
努力。“以药物可及性为例，如何让患
者获取药品，我们可以呼吁政府加快
药品审批流程，将肝病治疗药物纳入
医保等，这意味着患者将‘用得到药、

用得起药’。此外，推广科研新成果和
新技术，需要基金会、学术团队、公益
组织的共同参与，这就是多方协作的
力量。”

这次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
2017世卫组织肝炎检测指南，希望通
过指南的推广，检测出更多潜在感染
者。巴特莱说，“抗击肝病的最大难
点是推广检测指南。要抗击肝病，首
先得发现感染者，而现状是大量感染
者并不知晓自己是感染者。第二个
难点是进一步消除对肝病患者的歧
视。第三是治疗问题。世卫组织有
治疗指南，且定期更新。但目前治疗
还存在不规范问题，这里涉及医生的
再教育、消除区域差异、患者教育与
科普等。消灭肝病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多方共同努力，我们有信心实现这
个美好目标。”

此外，此次会议上，APASL联合
世界肝炎联盟、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
亿友公益等全球肝炎相关主流民间公
益组织（NGO），首次举办 APASL-
NGO联合论坛，以“携手消除亚太地
区病毒性肝炎”为主题，聚焦民生，从
肝病负担、2030年消除肝炎的障碍
（社会影响、检测和诊断、治疗、增加治
疗可及）以及如何与科研部门合作等
方面展开讨论，并将于2月18日上午
正式发布“上海宣言”。

据悉，亚太肝脏研究学会年会
（APASL）是全球三大顶级肝脏病学学
术会议之一，此次是继北京举办第20
届后，中国第二次举办APASL，吸引
了来自全球五千余位顶级肝病专家参
会，邀请了262位海内外专家在会上
做学术交流，共收到两千多篇论文投
稿，创历年新高。其中来自中国大陆
的投稿占比65%，集中展示了亚太地
区肝病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来源：凤凰

银耳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容
佳品，又被称为“女人的燕窝”。女性
朋友常服银耳汤，可起到嫩肤、祛斑、
美白的效果，下面带你看一看银耳美
容护肤的方法以及如何挑选银耳。

银耳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维生素A、B、C、D、E，及
矿物质钙、镁、磷、铁等。银耳不但能
滋阴润肺、养气和血、补脑提神，还有

“润泽肌肤、容颜悦色”的作用，经常服
用银耳，能使人的新陈代谢增强，血液
循环旺盛，各个组织和各个器官的机
能得到改善，皮肤的弹性增强，皮下组
织丰满，皱纹变浅甚至消失，皮肤显得
细嫩光滑。如果外用，也能被皮肤吸
收，产生同样的作用。

银耳食用方法

1、银耳红枣汤
做法：银耳二两、红枣五、六粒、冰

糖适量，银耳在冷水中浸泡约六小时
以上，放入水中，小火炖四小时。加红
枣、冰糖，中火煮滚三五分钟，冰糖化
了即熄火。

2、银耳南瓜粥
做法：南瓜去皮去瓤，切块。银耳，

用水发好，洗净。大米先入锅煮，差不
多大米煮熟的时候，加入南瓜银耳一起
煮，南瓜大米都煮软的时候，出锅。

3、鸡蛋炖银耳
做法：鸡蛋3个、银耳2朵、南瓜1

个。锅内加适量水，倒入银耳用小火
煮熟。南瓜切去1/3，装入煮好的银

耳。再倒入鸡蛋液，盖上切去的南瓜，
上锅大火蒸30分钟即可。

4、银耳枸杞羹
做法：银耳15克，枸杞子25克。

将银耳、枸杞子同入锅内，加适量水，
用文火煎成浓汁后，加入蜂蜜，再煎5
分钟即可服用。隔日1次，温开水兑
服。此方有滋阴补肾、益气和血、润肌
肤、好颜色之功效。

银耳美容方法

方法一：面膜法
把银耳掰碎，放入清水中浸泡洗

净，然后放入锅中焖煮，等银耳到了浓
稠的状态时，倒入容器中密封冷藏，过
了一段时间后取出敷在脸上，就能达
到护肤养颜的效果了。还可以在煮开
的银耳汤中加入一些冰糖和枸杞，冷
却后当做眼膜来使用，温和滋润眼部
肌肤，保湿功效显著。

方法二：银耳萃取液
像方法一那样把银耳煮熟后，把

银耳渣都过滤掉，只留下纯粹的液体，
然后放入容器中冷藏，每天拿出来当
做保湿精华用，能够有效滋养肌肤。

方法三：银耳化妆水
把银耳熬成浓汁，然后取洗净的

柚子皮榨汁，将没有银耳渣的银耳
汤与柚子皮的汁混合在一起，装入
玻璃瓶中放入冰箱冷藏，取出后每
日当做化妆水来拍在脸上，可以有
效收缩毛孔。

来源：99健康网

醒来后，赖在床上思考问题、玩玩
手机、看看视频似乎是件惬意的事情，
但时间久了却很伤身。

第一，可能导致大脑供血不足。
睡眠过程中，大脑皮质处于抑制状态，
长期赖床会造成抑制时间过长，从而
大脑供血不足，这也是很多赖床的人
起床后反而头昏脑胀、没有精神的原
因。第二，消化道机能受损。不少人
为了赖床宁可不吃早饭。其实，前一
天吃的晚餐到第二天清晨7点左右基
本消化殆尽，胃肠此刻会按照正常规
律准备接收和消化新食物，老不起床
吃饭容易导致胃肠功能紊乱。第三，
易发生泌尿系统炎症。膀胱有黏膜屏

障，赖床憋尿时，会对其造成一定破
坏，诱发炎症。因此，胃肠功能差、脑
供血不足及有泌尿系统疾病的人最好
不要赖床。

虽然不能总赖床或时间太长，但
醒来后也不能一跃而起，尤其是中老
年人，建议在床上适度地躺上15分钟，
这对人体恢复正常生理活动有益，还
可以在床上做十次深呼吸、伸伸懒腰、
活动一下手脚关节。

最后，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克服赖
床的小妙招，比如醒后拉开窗帘或打
开房里的灯、按一按眼眶及外耳、喝一
杯凉白开或温开水等。

来源：人民网

世卫组织计划2030年消除肝炎
“中国经验”获认可

2月 7日是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邹国锦的生日。和以往不同的
是，这个生日除了家人的祝贺、同事的
祝福，他还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代表
患儿家长浓情厚意的鲜花和锦旗。

去年2月21日，2个月大的贝贝
突发重病住进儿童医院重症医学
科。当天是周日，休息在家的邹国锦
听说科室来了危重病人，便紧急赶到
医院参加抢救。孩子不明原因突发
休克，已经昏迷，病情严重而复杂。
在采取各种手段紧急救治、维持孩子
生命的同时，邹国锦敏感地察觉到，
孩子突发疾病可能与外科急腹症有
关。他立刻联系外科会诊，并由外科
医生及时为贝贝施行了“剖腹探查”
手术。手术明确了病因：腹内疝导致

孩子小肠坏死从而引发全身感染性
休克。手术治疗后，贝贝又回到了重
症医学科。

由于贝贝是34周出生的早产儿，
当时也才2个多月大，抵抗力非常差，
为了帮助他顺利渡过呼吸、营养、消化
等重重关卡，邹国锦带领全科人员一
丝不苟、精心救治了多日。

在邹国锦的精湛医术及全科人员的
细心呵护下，孩子顺利度过了危险期，转
入普通病房，并在一周后康复出院。

恢复正常生活后的患儿妈妈一
直想对儿子的救命恩人表达谢意，但
她内向不善言辞。当得知邹国锦被
推荐参加常州市医德标兵公开投票
时，她支持并转发投票链接；后来听
到2月 7日是邹国锦的生日，便于这
一天带着鲜花和锦旗，表达诚挚的谢
意和祝福。

钱群华 周茜

特殊的生日礼物
医院story

看Novant health如何玩转减肥诊所

想要美白祛斑？

银耳就能轻松搞定

时间
2月21日（周二）09:00-09:30

2月21日（周二）14:00-14:30

2月21日（周二）14:30-15:30
2月21日（周二）14:30-15:30
2月21日（周二）14:00-15:00
2月21日（周二）14:30-15:30
2月21日(周二)19:30-20:30
2月22日（周三）14:30-15:30
2月22日（周三）14:30-15:30
2月22日(周三)19:30-20:30
2月23日（周四）14:30-15:30
2月23日（周四）15:00-16:00
2月23日(周四)19:30-20:30
2月24日(周五)19:30-20:30
2月25日（周六）9:00-09:30
2月25日（周六）14:00-14:30
2月27日（周一）09：00-09:30
2月27日（周一）14：00-14:30
2月27日（周一）14:30-15:30
2月27日(周一)19:30-20:30

地点
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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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市三院1号楼19楼体检中心

市一院一号楼12楼肿瘤科“聚爱护理”健康教育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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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2号楼5楼孕妇学校
2号楼5楼家长学校
2号楼5楼孕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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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志愿服务内容
准妈妈营养（指导准妈妈孕期合理、营养的饮食搭配）

孕妈咪瑜伽 预约课
（减轻孕期不适症状、利于顺产）建议>15周

《慢性肾脏病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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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注射胰岛素及防治低血糖》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

糖友会《手掌法则》
《化疗相关性恶心呕吐的中西医选择》健康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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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友夜校”
“糖友夜校”
产后盆底康复

妈咪课堂——宝宝黄疸知多少，0-3岁宝宝家长
母乳喂养知识及技巧，建议>28周

拉美兹呼吸减痛法
《糖尿病患者如何运动&手操示范》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

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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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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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赖床别超15分钟

“银耳煮熟后，把银耳渣都过滤掉，只留下纯粹的液体，然后放入
容器中冷藏，每天拿出来当做保湿精华用，能够有效滋养肌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