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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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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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志愿服务一周活动安排表
（8月1日-8月7日活动安排）

投稿邮箱：guojz1980@126.com

中医理论“肠靠清，胃靠养，便秘
靠调理”。便秘不是病，用泻药来治无
疑饮鸠止渴。古中医记载一个秘方：
金银花、菊花、绿茶、马齿苋用水武火
煮沸，滤渣后的茶汤中加入发酵绿心
黑豆粉、山楂粉煮熟成粥，芹菜叶炒干
加入粥中慢火再焖10分钟即可。刚开
始3—5天，每天一大碗黑豆粥，把堆积
在肠道内的黑便和毒便统统排除干
净。一天一次爽快排便，黑豆粥服用
量逐渐减少，直至停止，便秘清除。

传统的秘方制剂已无法满足现在
的需求。“证尝通”——黑豆山楂压片运
用37度低温发酵绿心黑豆技术，严格
按照古秘方，把黑豆粥压制成片剂。每
天晚餐加几粒，确保爽快排便。“证尝

通”对长年顽固性老便秘有奇效，前三
天清除肠道，毒便、黑便统统排空。一
星期，一天一次爽快排便。三个月后食
欲增加，脸色红润气色好。“证尝通”三
大特点：一、让便秘逐步减轻，逐步消
失。第二、随晚餐一同吃下去，第二天
早上确保轻松爽快地排便。第三、便秘
越严重，效果越好。老便秘不妨试试，
尽快解除便秘困扰。

市区：龙御膳食专营店（市区路桥
市场B座605A室）；明仁堂大药房；江
南大药房；湖塘南方大药房；溧阳和济
药房有售。电话：0519-83991315（市
区免费送货）。

温馨提示：5盒一周期，现全国正
举行买4送1的优惠活动

除便秘 保键康 得长寿

有 要说画画

还清晰地记得2013年 6月11日
那个濛濛的雨天，出门前不忍惊醒熟
睡的孩子，在他额头轻轻一吻；在家门
前与亲人挥手告别，泪水模糊了双眼；
还清晰地记得刚踏上桑岛的土地莫名
的兴奋与不安的复杂心情，老队员与
我交接班时对我的鼓励和期望，暖人
心扉。第一次在异国他乡升起鲜艳的
五星红旗，第一次走进当地医院诊室，
第一次给当地病人进行诊治……唏嘘
的光阴，演绎着千万种别样的风情，每
每想起这些，总不免触景生情。

东非的桑给巴尔是世界上最不发
达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人均GDP不到
600美元，人均寿命不到50岁，经济落
后、物质匮乏、气候恶劣、传染病高
发。虽然经过专业培训，但是刚到时
我还是万般不适应。每一天繁重的医
疗任务，每一回扣人心弦的医治工作，
今日回想，还是历历在目。

人生，其实正像一场旅行，我们始
终在不停地接触新的环境，一次次地
去适应它。在国内的时候，我觉得自
己总是畏这畏那，不敢尝试，安于现
状。两年的非洲生活让我豁然开朗，
原来一切都不是那么复杂，敢于突破，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其实每一场旅途
都会经历“陌生—熟悉—结束—怀念”
的过程。当你再次回首的时候，你会
发现不同的自己，原来你也可以，你经
历过，你感受过，你在人生的舞台上秀
出了自己的舞姿。

在150多万人口的桑给巴尔，我是
唯一一名援非中医师，祖国传统医学在
缺医少药的桑岛发挥了独特的优势，让
很多病人重新站了起来。很多在当地
人看来是治疗无望的病例，也在“神奇
的中国针”下“重获新生”。700多个日

子里，我在桑给巴尔最大的公立医院
——椰树总医院共诊治患者16000余
人次，病人最大的84岁，最小的才两个
月。201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
中非卫生合作国际研讨会上，主办方清
华大学专门邀请我从非洲飞回国内，进
行了《传统中医药在非洲的临床应用》
的主题演讲，工作成绩得到了嘉宾和与
会代表们的充分认可。

两年多的非洲生活，我的生活能
力有了提高，工作成绩上也取得了一
点突破，但是其中的过程很漫长也很
曲折，有寂寞，也有焦躁。只是，我并
不孤单，这一路走来，我的“娘家”——
常州市中医医院始终与我在一起，就
像母亲对自己孩子的爱永远是最伟
大、最无私的。当我在非洲的那片热
土，再次见到同事们，我能做的只是尽
量不让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不远万
里送真情，殷殷期望暖人心”，医院的
关爱与支持在关键节点驱散了那丝丝
彷徨与不安，也为我的那份非洲情增
添了一份醇厚的故土情怀。

两年的时光转瞬即逝，从非洲回
到常州，回到了我的母院，重新踏上了
工作岗位。如今，每每面对新的挑战，
我的那份非洲情始终激荡于心，既是
怀念，更是激励。我明白，无论身在何
方，前面的路总是会很长很曲折，“若
人有眼大于天，当见山高月更阔”，也
许会有孤独，会有焦躁，但终有一天，
回首往事，我们会说：我无怨无悔！（本
文作者为常州市中医医院医务科副科
长，副主任中医师。）

7月29日，常州现代口腔正畸中
心正式成立，两位常州正畸开创者
——口腔正畸专家沈云娟主任、常州
现代口腔李祥庆院长再次携手，与儿
童早期矫正控制与预防专家邹华医师
一起组成规范、专业、权威的口腔正畸
专家团队，致力于帮助更多人获得健

康、整齐、好用的牙齿。
正畸治疗主要通过各种矫正装置

来调整面部骨骼、牙齿及颌面部的神
经及肌肉之间的协调性，也就是调整
上下颌骨之间，上下牙齿之间、牙齿与
颌骨之间和联系它们的神经及肌肉之
间不正常的关系，其最终矫治目标是

达到口颌系统的平衡、稳定和美观。
它是牙科中一个非常专业的学科，与
人类健康有着重要的关系。

常州现代口腔正畸中心的成
立，旨在传播科学矫正的理念，帮助
更多人认识到正畸的重要目的是牙
齿的功能、稳定、健康、美观，正确认
识牙齿矫正是一项极其复杂且不可
预测、必须接受正规专业治疗的医
疗项目，为更多人解决牙齿不齐、牙
骨发育不全或畸形、牙齿移位等各
种牙齿、口腔相关问题。专家团队
的三位主力成员中，沈云娟主任与
李祥庆院长都曾是我市首个正畸科
的专业正畸医生，亲历了常州口腔
正畸从无到有的发展与进步，在30

多年的口腔正畸专业工作中积累了
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治愈了数
万例错颌畸形疑难杂症病例；青年
医师邹华则世界正畸联盟会员，曾
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
科从事正畸专业科研和临床工作，
尤其擅长各类错颌畸形的矫治、儿
童换牙期阻断治疗及预防治疗。

正畸中心成立仪式上，常州现代
口腔同时启动总额达20万元的正畸
中心公益助梦基金。8月31日前到现
代口腔就诊的中小学生，凡出示学校
颁发的优秀成绩奖状或证书的，前
100名均可享受此基金。具体形式
为：传统矫正每位最高补助3000元，
隐形矫正每位最高补助5000元。

常州现代口腔正畸中心成立
开启规范、专业、权威的口腔正畸新蓝图

常州现代口腔门诊部成立至今
近20年，是常州口腔领域知名品牌。
诊所以儿童口腔、口腔正畸、牙周种植
为特色，设有正畸、种植牙、口腔牙体
牙髓保存科三大工作室。为保证就诊
私密性，诊所引进独立诊室概念，每间
诊室配备全进口数字牙科医疗设备，

全程执行一医一护“四手操作”。
今年，常州现代口腔还在九洲

新世界内开设全新分诊部——常州
现代口腔儿童口腔，成为常州首个
进驻 SHOPPING MALL 的口腔诊
所，以简约、摩登、轻快的形象定义
和打造家庭爱牙新理念。

链接

行医路上⑤
一名中医人的非洲情

□ 夏俊

电话作为一种最普遍的沟通方
式，时常伴随着人们的日常交流。然
而，接电话这一看似平常的动作却能
引起一些人的恐惧。他们听到铃声就
会紧张，拿起话筒便会焦躁不安，想起
电话内心就充满了抵触。为什么会出
现这样的现象？又该如何应对电话恐
惧，坦然与他人交流？法媒《快报》将
为你揭开电话焦虑背后的心理机制。

智能手机的出现，将人们的生活与
手机更为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不知不
觉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和社
交必不可少的工具。但这种新的沟通
方式，却让一些人产生了抵触甚至恐
惧。正如30岁的索菲亚（Sofia）所说，
她很厌烦别人给她打电话，不喜欢听到

急促的铃声，以及电话另一端别人的种
种吩咐，所以索菲亚的手机经常保持静
音状态，她也几乎不会接电话。

像索菲亚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心理学家解释称，首先要将单纯的反感
与病理学区分开来。人们对电话的排
斥可能源于社交恐惧症或者是抑郁情
绪，也可能由焦虑或某次精神创伤导
致。比如，某次不愉快的电话经历就可
能在心中埋下电话恐惧症的种子。人
们往往会受到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由
此产生诸多心理症状。对电话的恐惧
也可能是由社交方式的改变而造成
的。如今各种社交软件改变着我们的
交流方式，相比之下，电话也就显得没
那么重要和有效。 来源：中国青年网

据美国Boredpanda网站报
道，随着夏天的到来，世界各地的
成年人和孩子都涌进了水上乐
园，他们正在用一种有趣的方式
来让自己的夏天变得酷爽，然而
多亏了得克萨斯州这座新建的水
上乐园，它让那些残疾人也能够
享受到一个愉快酷爽的夏天。

显而易见水上乐园对于残疾
人来说是不太方便的，但是这座
水上乐园的设计却改变了一切，
据了解，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
为残疾人设计开放的水上乐园。

创始人 Gordon Hartman
称，他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包容，
舒适，安全，并且不拥挤的乐园。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满足残疾人
的需要，Gordon Hartman还特
意与医生、家长、教师、特殊需求
治疗师以及护理人员一起工作了
一段时间。

水上乐园中会为顾客们免
费提供追踪手环，防水轮椅等设
备，同时公园甚至可以迅速改变
水的温度来满足那些对寒冷敏
感的顾客。

来源：环球网

作者在为当地儿童进行健康普查（照片由作者提供）

活动观众活动观众

启动公益助梦基金启动公益助梦基金正畸中心团队正畸中心团队

活动现场乐队活动现场乐队

太暖心！一个专为残疾人设计的水上乐园

不喜欢打电话怎么办？

揭秘“电话恐惧症”

时 间
8月1日（周二）09:00-09:30
8月1日（周二）10:00-11:00
8月1日（周二）14:00-14:30
8月1日（周二）14:00-15:30
8月1日（周二）14:30-15:30
8月1日（周二）14:30-15:30
8月1日（周二）19:30-20:30
8月3日（周四）10:00-11:00
8月3日（周四）14:30-15:00
8月3日（周四）14:30-15:30
8月3日（周四）15:00-16:00
8月3日（周四）15:00-16:00
8月3日（周四）19:30-20:30
8月4日（周五）10:00-11:00
8月4日（周五）10:00-11:00
8月4日（周五）14:30-15:30
8月4日（周五）14:30-16:30
8月4日（周五）19:30-20:30
8月5日（周六）08:30-09:00
8月5日（周六）09:00-09:30
8月5日（周六）09:00-10:00
8月5日（周六）14:00-14:30
8月7日（周一）08:30-09:30
8月7日（周一）09:00-09:30
8月7日（周一）10:00-11:00
8月7日（周一）14:30-15:30

地 点
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
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新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十九病区健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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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房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

新北院区住院楼14楼健康宣教室
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阳湖院区产科病房（住院楼4楼）
妇幼保健院病房大楼六楼活动室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房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

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市一院门诊区域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房
门诊病房综合楼1楼大厅

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门诊病房综合楼7楼学术报告厅

2号楼5楼家长学校
新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三楼产科宣教室

2号楼5楼孕妇学校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

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志愿服务内容
准妈妈营养
新生儿护理

孕妈咪瑜伽 预约课建议>15周
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

《CKD食谱的计算》讲座
《高血压病健康知识讲座》

糖友夜校
分娩前准备

《降压新概念：控制血压变异性》健康宣讲
《糖尿病患者如何吃》健康讲座

“孕妈妈学校”科学坐月子及新生儿护理
好爸爸课堂
糖友夜校

孕期心理保健及产后康复
母乳喂养技巧

《认识胰岛素&胰岛素注射操作示范》健康讲座
“大手牵小手”爱心助成长学生体验课

糖友夜校
八段锦教学

无痛分娩及拉美兹呼吸减痛法 建议>28周
金琼营养师：夏季养生食谱
婴幼儿喂养及注意事项

孕妈妈学校
母乳喂养知识及技巧 建议>28周

安全快乐分娩
《糖尿病足的防治&血糖自我监测》健康讲座

志愿服务开展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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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肿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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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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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