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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中医医院

社区卫生

疾控在你身边

4月 26日下午，奔牛人民医院在
门诊四楼会议室举办了科室质量管理
与控制培训课，全院50余名科组负责
人参加了培训。培训课由业务院长陈
云主持。此次培训特邀市第二人民医
院医务科副科长兼医院质控办主任袁
欣前来授课。袁主任主要从医疗质量
管理制度出台的背景、实施意义、原则
和基本要素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同时结合医院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的
实例，指出基层医院日常医疗质量管
理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通
过培训，与会人员对医院医疗质量管
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时更加明确
了科室医疗质量管理的工作方法和工
作重点。据了解，本次培训课是奔牛
人民医院为全面提升医院中层干部能
力举办的系列培训的第一课。2017

年，医院将从科室质量控制和管理、中
层干部执行力的提高、科室服务理念
的转变、中层管理干部自身创新能力
和科室工作调控等几个方面对全院科
组负责人进行系统性培训，全面提高
医院管理队伍的综合素质。

高彩亚

今年全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
主题为“规范接种疫苗，共建健康中
国”。市疾控中心联合市 12320 热
线、武进区疾控中心在武进区潞城
社区开展了一堂特别的“妈妈班”，
开放参观疫苗管理区域，取得童妈
童爸们对预防接种和疫苗安全的信
任，为宝宝们抵御传染病侵袭筑牢
健康防线。

市疾控中心的专业人员为童妈们
精心准备了课件，通过生动的讲解，使
家长们了解疫苗及预防接种的概念，

疫苗的分类及可预防的疾病，国家免
疫规划政策及程序，接种疫苗注意事
项以及疑似预防接种不良反应的一般
处理等相关知识。

课堂结束后，专业人员带领童妈
童爸们参观了潞城数字化预防接种门
诊的整个流程，同时开放参观疫苗管
理区域，重点参观疫苗冷链设备、温度
实时监测系统及疫苗安全制度保障，
使家长们了解预防接种管理的全过
程，真切、直观感受疫苗从出厂到接种
是如何通过冷链系统进行运转和储存
的，同时了解医务人员为保障疫苗安
全所做的大量工作。

董秀晴 张惠力

42 岁的李先生，因左侧腰腿疼
痛反复发作一年多，到医院检查后诊
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后来症状
逐渐加重，用他的话说就是走不到
200米，腰和小腿就疼得受不了了，
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更别提弯腰捡
个东西了。发病以来至多家医院就
诊，均被告知“建议手术治疗”，因惧
怕手术风险及术后可能出现的一系
列并发症，故一拖再拖，但最近实在
熬不过了，经同事介绍来到常州市中
医院“颈腰痛中医诊疗中心”就诊，
因为病情较重，中心的多位专家经过
会诊后，决定采用程氏“蜻蜓点水”
针法来治疗，而治疗的关键就是补泄
结合！

据该中心负责人吕志刚介绍，针灸
的补泄结合很有讲究，比如在治疗该患
者的时候，前期先将毫针缓慢刺入穴位
后，即行提插手法，提插幅度在 4-
6mm，频率大于每秒9次（刺激量相对
较大，即泻法），手法操作一分钟后留针，
同时根据程氏“通脱法”之“通法”，取远
离腰部同侧下肢的委中、昆仑行以泻法，
留针30分钟，一次治疗后患者自觉疼痛

已去三分，按此法隔天治疗一次，至第四
次时患者疼痛已经减半，且腰部活动也
有明显改善。这时针灸补泄也要随之
调整，由泄法改为补法，即针灸进针时快
速破皮进针，随后的提插幅度改在2-
4mm，频率在每秒6次以内（刺激量相
对较小），手法操作一分钟后留针，并根
据程氏“通脱法”之“脱法”，在腰部取肾
俞、腰俞、腰阳关等穴位行以补法，留针
30分钟，隔日治疗一次，同时指导患者
每日进行“飞燕式”、“拱桥式”等自我锻
炼腰肌之法，上述治疗共进行10次，患
者自述症状已去大半，出院后他在回访
电话中表示目前生活状态良好，日常生
活工作可正常进行。

这就是针灸补泄结合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症”的一个典型案例。据吕
主任介绍，针灸治病主要是通过针刺
穴位，来疏通经络，调节气血，调理脏
腑，调和阴阳的。当机体处于邪气旺
盛而呈实证时，针刺后能够疏通经络，
行气活血，疏利脏腑，起到祛邪泻实的
作用；当机体处于虚惫状态而呈虚证
时，针刺后可以通过经络激发脏腑功
能，促进气血生成，增强机体功能，起
到扶正补虚的作用。但如何进行有效
的补与泄，就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
了。这里就不得不着重提及下文中说
到的程氏“蜻蜓点水”针法，该针法是

已故江南程氏针灸流派名家程子俊传
承了祖传的针刺手法，并研究了古代

“徐疾”、“提插”、“捻转”等补泻手法，
融合“徐疾”、“提插”、“捻转”针刺手法
的特点，在“雀啄术”及“震颤术”的基
础上演化而来。程子俊将此法广泛应
用于治疗各类急慢性痛症及内、外、
妇、儿等科疾病，临床运用已有近百年
历史，疗效极佳。

而“腰椎间盘突出症”系指由于腰
椎间盘髓核突出压迫其周围神经组织

而引起的一系列症状。近年来由于生
活习惯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发病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常州市中医医院“颈腰
痛中医诊疗中心”在继承传统学术思
想的基础上，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运
用程氏“蜻蜓点水”针法治疗该病，通
过规定手法刺激量的不同更明确地区
分补法、泻法，打破传统补泻手法的机
械性和难以掌握性，使治疗更加科学
化和规范化，因而在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症”上取得的疗效也更佳。

针灸补泄结合巧治“腰突”

五 一 节 前 ，贴 心 的“ 健 康 保
姆”——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张蕾医生，来到了东方村特殊家庭
徐雪英家，上门为这位孤老签约服务，
她一边帮她量血压、测血糖，询问老人
身体情况，一边帮她建立健康档案，详
细询问健康状况，得知她腿脚不好，张
医生还特意介绍好的老中医给她，帮
她预约做推拿，张蕾医生不仅用心服
务了老人，更用心温暖了老人。

东方王薇 永红宣

桃花茶

桃花茶就是拿桃花来泡水当茶
喝。桃花茶冲泡方法简单，可以美容
养颜，顺气消食，是一款浪漫的春天花
茶。桃花不仅仅是花茶，同时也是一
味中药，药性是味苦平，功用是主除水
气，利大小便，下三虫，其实就是一种
轻泻药。

所以桃花不是越喝越漂亮、健康，
而是越来越虚弱，难看，损害阴血元
气，女孩子尤其不可以常喝，因为会影
响例假和内分泌，会使皮肤越来越暗
沉、难看。另外，桃花具有活血作用，
孕妇更加要慎喝。

红花茶

红花具有活血通经、散瘀止痛的
作用。可以用于经闭、痛经、恶露不
行、症瘕痞块、跌打损伤。然而怀孕的
女性忌喝含有红花的养生花茶。

通过实验得知，红花煎剂对小鼠、
豚鼠、兔与犬的离体子宫均有兴奋作
用。无论离体或在位于宫给药后紧张
性或（和）节律性明显增加，有时兴奋
作用强烈，可引起痉挛。对已孕子宫
的作用比未孕者更为明显。因此，怀
孕的女性不仅不能喝红花茶，而且要
尽量避免跟红花相关的物品，如红花
油等。

玫瑰花茶

对于女性来说，多喝玫瑰花茶，还
可以让自己的脸色同花瓣一样变得红
润起来。这是因为玫瑰花有很强的行
气活血、化瘀、调和脏腑的作用。我们

平时所说的脸色不好或脸上长斑、月
经失调、痛经等症状，都和气血运行失
常，瘀滞于子宫或面部有关。一旦气
血运行正常了，自然就会面色红润、身
体健康。

女性在月经前或月经期间常会有
些情绪上的烦躁，喝点玫瑰花茶也能
起到调节作用，安抚稳定情绪。可是
对于孕妇来说，由于玫瑰花活血散瘀
的作用比较强，活血作用的花茶会导
致流产。

桂花茶

桂花除富于寓意和用作观赏以

外，还是窨制花茶，提炼芳香油和制造
糖果、糕点的上等原料。茶叶用鲜桂
花窨制后，既不失茶的块味，又带浓郁
桂花香气，饮后有通气和胃的作用。
中医认为，桂花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古人说桂为百药之长，所以用桂花酿
制的酒能达到“饮之寿千岁”的功效。
脾胃虚寒及脾胃功能较弱的人可以适
当喝桂花茶温胃。

虽然桂花茶味辛、微苦，性平，加
入红茶和红糖有益气养血，健脾暖胃，
驱风散寒，活血化瘀之效，特别适于产
妇、儿童及贫血者食用。但是怀孕的
女性应尽量避免喝桂花茶，因为桂花

具有活血的作用，加上桂花香味浓郁
容易刺激孕妈妈的神经。

月季花茶

月季花的根、叶、花均可入药，具
有活血消肿、消炎解毒功效，用于滞血
瘀、月经不调、闭经、经来腹痛、血瘀肿
痛等症，是妇科的良药。对妇科常见
病，民间用月季花单方、验方也很有
效。此外，女性常用月季花瓣泡水当
茶饮，或加入其他健美茶中冲饮，还可
活血美容，使人青春长驻。

然而正是月季花具有活血调经
的作用，用量不宜过大，多服久服可
引起腹痛及便溏腹泻。孕妇忌用。
另外，家有准妈妈和小宝贝家里也不
适合摆放月季花。因为花香浓烈的
花会刺激孕妇神经，引起头痛、恶心、
呕吐，并影响他们的食欲；严重的还
可能导致胎儿不稳，甚至流产。所以
孕妇在怀孕初期最好少接触一些有
浓烈气味的鲜花。

雪莲花茶

雪莲花茶产于西藏高原雪山，有
高原雪山圣草、圣花之称，药用价值
高。雪莲全草入药，入肝、脾、肾三经，
使用安全，无毒副作用，主治急慢性风
湿性关节炎及骨关节炎引起的关节疼
痛、肺寒咳嗽、宫寒腹痛、闭经、胎衣不
下、麻疹不透等症。

但是雪莲花具有通经活血、暖宫
散瘀、散寒除湿、强筋助阳、止血消肿
的功能，孕妇要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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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篇：
市一院药械支部党员走访困难群众 4月23日下午，

市一院药械党支部党员走访慰问了天宁区茶山街道清凉
新村第三社区困难居民家庭，给他们送去药学人的关怀。
党员们详细了解了走访家庭的情况，鼓励他们积极乐观、
勇敢地面对生活困难，并从专业角度耐心讲解了疾病治疗
中药物的合理使用、不良反应的积极预防等知识，同时科
普了用药过程中饮食等注意事项。

市妇保院举办《医院质量控制管理》专题讲座 为进
一步加强医院质量控制管理，提高妇幼健康服务供给水
平，4月19日下午，市妇保院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
院管理处副处长张斌渊作《医院质量控制管理》专题讲
座。张斌渊结合多年医学临床和医院管理工作经历，从医
院质量控制的一些基本概念、质量的范畴、管理体系以及
管理工具等方面作了全面阐述，并分享了上海仁济医院在
医院质量控制管理中的宝贵经验。整个报告脉络清晰，案
例具体，结合实际，可操作性强，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性。

常州卫校架起家校连心桥 近日，常州卫生高等职业
技术学校全体班主任全面开展学生大走访活动，架起家校
沟通的桥梁纽带。班主任们全员参与，深入学生家庭，与
家长面对面交流学生在校、在家的学习、生活、品德养成、
心理健康等方面情况。老师们还认真听取了家长的意见
和建议。教书育人由课堂延伸到每个学生的家庭中，进一
步推动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机结合，营造了家校共
育的良好氛围。

实干篇：
市三院打造肝脏疾病专科联盟 4月16日，三例肝癌

切除手术在市三院如期进行。这是“常医专科联盟”签约
以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专家团队首次
来市三院联袂开展手术。近年来，市三院整合肝病专科资
源，重点培育的肝脏肿瘤多学科诊疗团队尤显了医院在肝
癌综合诊疗方面的特色。此次与上海仁济医院建立专科

联盟后，市三院不仅将在肝癌的规范化、精准化治疗领域
获得最前沿的技术合作，也为重症疑难肝病患者开辟了更
加便捷的会诊、转诊绿色通道，给患者提供优质医疗资源
的同时，大大节省了患者的就医成本，真正为常州肝病患
者带来了实惠和便利。

市中心血站开展大讨论及征文活动 近期，市中心血
站开展“幸福常州，健康共享”大讨论，围绕“如何培育无偿
献血良好局面，促进无偿献血可持续发展”、“如何健全采
供血服务体系，优化服务环境”、“如何激发各类人才积极
性，提升采供血服务”、“如何控制采供血成本，促进血站可
持续发展”、“如何适应献血者的需求期望，提升服务质量
和服务效能”、“如何增创采供血行业新优势，增加员工幸
福指数”，大家积极建言献策，一致认为保障血液供应、保
证血液质量、促进常州采供血事业可持续发展是血站每一
个人的责任。结合采供血工作和全市卫生健康，血站还开
展了“我为健康常州建设献一计”、“我为常州血站建设献
一计”征文活动，截至目前已收到征文35篇。

市肿瘤医院专家团队进社区科普肿瘤防治知识
2016年常州肿瘤登记报告显示，我市胃癌发病率及死亡
率位居第一。4月20日下午，市肿瘤医院肿瘤博士生马
剑根据这一情况，将自己研究的“护胃”的保健知识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为龙虎塘腾龙社区50多位居民进行科普，他
结合了很多临床案例告诉老百姓们压迫理性对待肿瘤，科
学防癌，远离不良生活习惯。4月21日上午，市肿瘤医院、
新北疾控、龙虎塘卫生院的部分专家及医护人员走进盘龙
苑社区，为当地居民进行健康义诊和健康咨询。量血压，
测血糖，疾病咨询，用药咨询，营养指导，家庭护理等一站
式健康服务搬到了社区。

市妇幼保健院召开2017年度通讯员（网评员）培训
会议 为进一步提高医院新闻宣传的质量和水平，讲好妇
幼故事，传播妇幼好声音，推动医院又好又快发展，4月28
日下午，市妇幼保健院召开2017年度通讯员、网评员培训
会议。会上，院新闻发言人、副院长蒋健宣读了医院2016
年度“妇幼好新闻”和优秀通讯员（网评员）表彰决定，院领

导为获奖人员进行了颁奖。随后，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陈
亮和常州日报要闻二部主任姜宏强分别作精彩讲座，结合
自身实践，围绕如何拍好新闻图片、做好新闻采写等方面，
做了深入浅出、精彩生动的阐述，使大家受益匪浅。

市儿童医院公益课堂走进多家学校普及儿童健康知
识 春天万物复苏，是病毒细菌最为活跃的季节，也是孩
子们活泼好动，容易遭受意外伤害的季节。近期，市儿童
医院公益课堂多次受邀走进龙城小学、薛家中心幼儿园、
红梅幼儿园等学校进行科普讲座。来自急诊科、眼科、感
染科等多位医生分别为一千余名家长、幼儿及老师讲解了
儿童意外情况防治、爱眼护眼、幼儿春季常见传染病等相
关知识。医生们结合自身丰富临床经验及典型案例，传授
给孩子、家长和老师们简单实用的健康知识，得到家长和
学校的好评。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与常州钟楼区结对合作健康促
进 近日，受钟楼区卫计局邀请，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交
流考察团来到钟楼区开展健康促进工作交流和观摩活动，
市疾控中心、钟楼区卫计局和钟楼区疾控中心相关领导陪
同。观摩团先后参观了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省级
健康促进医院）、永红街道陈渡新苑社区（省级健康社区）、
青枫公园（健康主题公园）等场所。根据江苏省与乌鲁木
齐市健康教育专业机构结对合作技术方案，为促进区域间
健康促进结队合作交流，水磨沟区与钟楼区全面务实开展
技术、培训、创建等多位一体的项目合作。交流考察团在
市疾控中心邀请下随后参观了天宁区（省级健康促进示范
区）和红梅医院（国家级戒烟门诊）。

德安医院走进朝阳中学开展“成长蓝天下”青少年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 近日，德安医院精神科一科主任王舟与
心理科主任医师王瑞文走进朝阳中学，开展“成长蓝天下”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并为全体教师进行了知识讲
座。活动上，王舟主任为大家介绍了整个活动的意义与计
划，王瑞文主任则是用生动的案例为老师们讲解了目前青
少年最常面临的压力与心理问题，并从老师的角度提出了
不少教育建议。最后，在场所有教师填写了一份调查问

卷，反馈结果显示，朝阳中学大部分教师工作状态良好，对
学校开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表示支持，少部分教师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状况了解较少。此次德安医院开展“成长蓝天
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拟选取常州市小学、初中、
高中各一所作为试点学校，以常州心理卫生中心提供技术
支持，通过心理医师进入学校，与学校心理老师相互合作，
以讲课的方式对学生心理状况进行评估和筛查，并且在学
校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青少年的各种心理和
行为问题尽早发现，尽早矫治。

市七院健康快车走进丁堰水族村 为加强与少数民
族村的联系，增进感情，更好地服务少数民族村百姓，4月
23日上午，市七院“健康快车乡村行”走进丁堰水族村，为
水族村的朋友们送来了健康。送健康活动从上午8:30分
开始，在经开区丁堰常丰文华苑，市七院心血管内科、妇产
科、创伤外科、针伤科、内分泌科、眼科等科室的专家和护
士们，不仅为村民们量血压、测血糖，还耐心细致地解答各
种健康问题，免费向村民们发放《疾病预防小知识》、《科学
育儿》等健康知识手册，提供诊疗建议，并结合水族村百姓
的实际情况开展健康宣传教育。针伤科主任中医师芮兴
国，还为前来义诊的村民们开展了他的拿手好活——推
拿，让村民们不出村即享受到了健康服务。

本报综合

奔牛人民医院

举办医疗质量管理培训课

“健康保姆”上门签约服务

预防接种门诊开放日

让童妈童爸了解疫苗安全

疫苗是用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
或人工合成的方法制成，大多为蛋白
质。疫苗一般都怕热、怕光，因为热或
光的作用可使蛋白质变性、多糖降解

和微生物灭活，从而影响其应有的免
疫原性。冷链是保证疫苗在规定的温
度下进行储存和运输，使儿童得到有
效和安全接种的重要措施。

疫苗为什么需要冷链管理？

国家免疫规划中的疫苗是安全
有效的，但没有一种疫苗是绝对安全
的，预防接种后不排除会有不良事件
发生。请在每次疫苗接种前如实向医
生反映宝宝身体状况，接种后注意看
护和观察，如发现婴幼儿有任何不适

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应第一时间向接
种单位报告并到医院就诊。

预防接种工作以公众的信任为基
石，只有社会各界共同行动，支持预防
接种工作，才能为公众建立预防传染
病的免疫屏障，才能共建美好生活。

温馨提醒

孕妇喝茶要注意 这六种花茶喝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