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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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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儿科医生这个工作已经有十
几个年头了，从最初踏上工作岗位时
的憧憬与懵懂，到一年后的压力与忐
忑，再到现在的坚定与担当，一路走
来，我彷徨过，迷茫过，也曾后悔过。
记得有人曾经问我：既然当医生为什
么不干潇洒霸气的外科？不选干净多
金的眼科？而要去又苦又累，还整天
婆婆妈妈的儿科？

我的答案是：我喜欢孩子那天真
无邪的笑脸，那干净透明的双眼，还有
那颗未被蒙尘的童心。

多年前，我曾收治了一名病人，那
是一个辗转多家医院就诊却治疗效果
不佳的真菌性脑膜炎病人，3岁的男
孩，长得虎头虎脑，十分可爱。真菌性
脑膜炎，病情危重，病死率极高，我的
内心也是忐忑不安：我能治好他吗？
孩子能挺过来吗？家长能理解吗？长
期持续的高烧、越来越剧烈的头疼，把
原本活泼开朗的孩子折磨得萎靡不
振，圆溜溜的大眼睛也失去了光芒。
男孩儿的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眼睁
睁看着孩子被病痛折磨却无能为力，
只能悄悄地抹着眼泪。看到这一幕，
原本对这种危重疾病还心存疑虑的我
再也没有了退缩的理由，再艰难我也
要尽力去治疗他，病程再长我也要努
力去坚持，教科书里记载的病死率再
高，我也要和孩子一家并肩作战，与死
神搏上一搏！

也许是我的决心感染了几近绝望
的家长，在经历了早期的伤心之后，他
们很快就调整了情绪，对我、对治疗有
了极大的信心。我与他们的每一次谈
话、每一个检查、每一例用药调整，他
们都全力配合，全心信任，年幼的孩子
也表现出了过早的懂事，一次又一次
的输液、采血成了家常便饭。

对于脑膜炎的诊断与治疗，脑脊

液检查至关重要，然而由于不理解和
害怕，有许多家长往往选择拒绝做这
项检查，不但耽误病情，还延误了最佳
治疗时机。然而这个男孩儿单单腰椎
穿刺脑脊液检查及鞘内注射药物治疗
这一个项目就先后做了35次。这些成
人都难以想象的痛苦，男孩却选择了
让人心疼的坚强和忍耐！每次做治疗
时，我看着孩子那由于强忍着紧张而
微微颤抖的小小肩膀，我都会一边心
疼一边要求自己操作做得再轻一点，
再顺利一点，尽量减少孩子的痛苦。

孩子的治疗整整进行了三个多
月，在这100多个日日夜夜，我与这一
家人建立了不似亲人胜似亲人的感
情。功夫不负有心人，孩子得救了，我
以自己所能，帮助这个家庭继续幸福，
而他们回报给我的，是对一名医生的
尊重、理解、信任与感激！至今，我都
记得目送着男孩一家人欢天喜地地走
出医院的那一刻，那时，我仿佛看见自
己化身成了光明使者，驱散了笼罩在
这一家人心头的死亡阴霾。那种喜悦
感、幸福感与成就感不正是对我作为
一名儿科医生最好的褒奖吗？

儿科自古以来被人们称之为“哑
科”。因为年幼的孩子不能准确地表
达病情，所以我们要学习更多的临床
知识，掌握更丰富的治疗经验，从孩
子的一举一动中探寻到疾病的蛛丝
马迹。也正是孩子们一张张康复后
的笑脸，家长们一声声由衷的感谢，
才助我将儿科这条充满着荆棘和希
望的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本文
作者为常州市儿童医院小儿神经科
科秘书，副主任医师。）

行医路上⑥
因为喜欢，所以坚持

□ 吴婷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中
国科协联合发文，表彰了一批全国科
协系统先进集体，我市医学会被授予
该荣誉称号，此次评选，我省仅7家单
位获得该项表彰，而市医学会也成为
全国地级市医学会中唯一获奖单位。

据悉，2016年全国科协系统先进
集体评选活动面向全国科协系统各级
科技社团展开，经逐级推荐、评选及全
国科协系统先进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严格审核，产生名单。市医
学会此番“突围”，缘于近年来紧紧围
绕“服务会员、服务政府、服务百姓”，
把握时代主题、认真履职尽责，在引领
医学科技、倡导人文情怀，惠及社会民
生等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

“学术交流、继续教育、医学鉴定”
是医学会的主要工作。学术交流方
面，近五年医学会共举办市级以上大
型学术会议 90 个，参会人员共计
25000余人，每年固定开展200多场
学术活动，为提升全市医务人员的技
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有相当一批医学专家如：何小舟、
张晓膺、吴昌平、华飞、王跃涛、刘宁、
史伟峰、王明丽、朱云峰、成金罗、屠文
娟、张理义、余海鹰在省医学会各专科

分会担任主委、副主委职务，同时也涌
现出了秦锡虎、凌扬、邢伟、徐南伟、瞿
玉兴、罗立波等省、市优秀科技工作
者；继续教育方面，共举办服务于基层
医务人员的继教培训班147期，22530
人次参加学习；医学鉴定方面，共完成
各类鉴定352例，2012年，最高人民法
院组织国家卫计委、江苏省高院等部
门就医疗损害鉴定工作来常进行观
摩，给予充分肯定。

作为科技社团，市医学会充分发
挥医学专家这一优势，多年坚持走进
我市各个社区，积极参与“百家讲坛进
社区”、“专家义诊进社区”、“幸福小课
堂”等主题活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专家的诊疗服务；此外，市医
学会勇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与市
红十字会合作，走进遵义、西柏坡、皖
南等老少边远地区，开展义诊、讲学、
送医送药等服务，此举与国家卫计委
等15部门去年发布的关于实施健康
扶贫工程的指导意见，不谋而合。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说，医生
有三大法宝：语言、药物和手术刀。
近年来，市医学会一改过去“重技术、
轻人文”的观念，坚持“技术、人文”两
手都要硬，连续三年开办《系列人文

讲座》，邀请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东
南大学等知名教授来常为青年医师
授课；今年，在行业内开展了“行医路
上”征文活动，医师节当天，又举办了
青年医生“行医路上”演讲比赛，通过
一系列的举措，积极营造人文氛围，
提升医护人员的人文情怀。医学伦
理学家、东南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
心主任孙慕义教授曾受邀来常举行
讲座，反响强烈，他由衷感慨：“把人
文教育作为医护人员继续教育的一
部分，常州走在了全国前面，应该总
结经验、推向全国。”

习总书记说过“没有全民健康，就
没有全面小康”，近年来，市医学会以

“普及科学养生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
式”为己任，向大众传播正确的医学观
点。一方面，市医学会注重发挥专家

的作用，在行业内开展医学科普征文
比赛，将专家的优秀稿件汇编成《防病
知识专家谈》，并由东南大学出版社正
式出版，发放给社区民众。另一方面，
与大众进行频繁互动，引导全民参与
健康讨论。比如，在中国常州网龙城
博客上开展“健康养生大家谈”，“发现
身边长寿老人，开启长寿养生密码”等
征文活动，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与常
州日报社联合举办“医界风采”摄影大
赛，用镜头语言展示医务人员的日常，
发动民众投票评选。

一桩桩，一件件，聚沙成塔、集腋成
裘，近年来，市医学会不断创新管理方
法，强化组织建设，拓展工作领域，全面
提升社团服务能力，在我市卫生改革与
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沈芸 郭建忠

市医学会获评“全国科协系统先进集体”
为全国地级市医学会唯一获奖单位

市医学会近年所获重要奖项：
2009-2012年度中华医学会优秀（市
级）医鉴办；2012年度江苏省优秀医
鉴办；2012 年度常州市五一劳动奖
状；2014年，常州市科协第一批唯一
综合示范学会；2015年，江苏省科协

系统先进集体；2013—2015 年，常州
市文明单位；2012—2016 年，常州市
科协先进集体；2016年，《防病知识专
家谈》一书荣获省科普作品图书类三
等奖；2016年，江苏省医学会“优秀市
级医学会”

当地时间2017年8月5日，美国俄
亥俄州，第42届双胞胎日在特温斯堡举
行，吸引了数百对双胞胎、三胞胎前来

参加。美国双胞胎日是由双胞胎兄弟
Aaron Wilcox 和 Moses Wilcox
于1817年发起的。 来源：凤凰健康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人类10
项健康标准之一是“牙齿健康”。那么，
怎样的牙齿才算健康呢？世卫组织又
给出五条标准：牙齿清洁、无龋洞、无疼
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经
调查，按这样的标准，我国范围内牙齿
健康者不足1%。从小拥有一口美观健
康的牙齿，成为当下许多家长对孩子的
期盼。作为青少年时期口腔的常见病、
多发病，牙列不齐在青少年间的发病率
高达80%至90%。暑假过半，红梅口
腔科依旧每天都能接待到许多前来咨
询自己小孩牙列不齐的家长。牙列不
齐，在医学上叫做“错牙合”，它的主要表
现形式有：牙齿拥挤，最常见的是“虎
牙”；上前牙突出，俗称“龅牙”；下前牙
前突，俗称“瘪嘴”；上下牙前突，形成

“开唇露齿”。牙列不齐是一种比较严
重的口腔疾病，它还会对患者造成巨大
的身心危害。

1、影响患者口腔功能的正常发挥
牙齿拥挤引起牙弓咬合面积减

小，降低了牙齿的咀嚼效率，严重的还
会导致消化不良及肠胃疾病；一些严
重的错牙合，可影响正常的发音及语言
表达；严重的下前牙前突，会造成患者
吞咽功能异常；严重的上前牙前突、上
下前牙前突，会使双唇不能自由闭合，
导致不良的张口呼吸。

2、影响牙周组织健康及口腔卫生
牙列不齐（特别是牙齿拥挤）会使

口腔菌斑易于附着，牙刷也难以接触，
因此牙龈、牙槽骨易发生炎症，导致牙
龈肿胀、出血、口腔异味等症状；久而
久之还会累及牙槽骨，出现牙齿松
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人类70%的
感染性疾病菌源来自口腔。

3、影响颜面部生长发育及美观
牙齿在整个颜面部生长发育中，

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俗地讲，正
常发育排列的牙齿，对颌面部高度、深
度及宽度的正常生长，有着类似于“支
架”的作用。

4、影响心理健康
由于牙列不齐造成的颜面部形象

损害，对青少年患者的心理也会产生
严重影响。

家长们普遍关心，牙列不齐该怎
样矫正呢？我们先来看看，哪些牙列
不齐需要矫正。一般来说，牙齿拥挤、
上前牙前突、下前牙前突等影响口腔
咀嚼功能、发育功能及面部美观的牙

列不齐的，都应该矫正。
通常来说，十二岁左右是进行牙齿

矫正的最佳年龄。此时口腔内的恒牙
大多已萌出，牙弓发育基本完成，牙齿
不齐的发展基本定型；这个年龄阶段的
孩子，颌面部发育仍处于生长发育的快
速期，牙齿矫正很大程度上需要利用颌
面部的生长发育潜力，从而使牙齿移
动、牙槽改建的效率达到最佳水平；此
时孩子心理发育日趋成熟，开始注重自
己的面部美观，一定程度上有了主动要
求进行牙齿矫正的动机。

不过，一些严重影响颌面部正常

生长发育的牙颌畸形，如地包天（暴
牙、开唇露齿）需要在十二岁之前就开
始观察治疗。因此，家长应多留心孩
子的牙齿发育情况，一旦出现异常，应
及时前往咨询。

如果孩子牙列不齐确实需要得到
矫正，家长应引导孩子配合做到以下
几点：克服矫正器初戴期的不适；小心
保护矫正装置，如刷牙要仔细，动作要
轻盈，避免暴力碰撞装置，进食或咀嚼
食物动作要轻，尽量避免食用粗硬食
物；严格听从医嘱，如定时更换橡皮
圈，正确戴活动矫正器，准时复诊等。

暑期过半，矫正牙齿需抓紧
红梅口腔正畸科

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常
州、武进医保定点单位，红梅口腔是江
苏省基层卫生特色名科，由本地一批
知名口腔专家徐定南、朱炳兴、蒋安
庆、李德春、唐玲燕、佟力朴、汪宇平、
何寅翔、熊波、魏昌信、韩学民等资深
牙医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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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率先在常州开展3D
打印技术修复假牙，开创假牙修复新
时代。近三年多来加拿大、以色列、俄
罗斯、韩国、土耳其等50多位国际牙科
专家来红梅口腔交流，并被列为“登
腾”、“安卓健”、“百康特”、“迪奥”、

“ADin”、“NoBel”等国际种植牙品牌
的常州技术交流中心、培训基地。优
美的环境，优质的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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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举行双胞胎日

兄弟姐妹齐亮相“傻傻分不清楚”

便秘不是病，但却是一种健康隐患，
能引起许多疾病的发生。最直接的痔
疮、肛裂、大肠恶变、肠梗阻、大肠息肉：
肠内致癌物质长时间不能排出，导致患
结肠癌的概率显著增加。排便时腹压增
加，腹腔内的血管会加强收缩，血压会瞬
间增高。增高的血压常会诱发心绞痛、
心肌梗死、中风（脑出血、脑梗死），很多
老人都因为便秘吃了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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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一天一次通

便基础上，黑豆粥服用量逐渐减少，直至
停止，便秘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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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地区龙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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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餐
加几粒，第二天早上确保爽快排便。“证尝
通”——黑豆山楂压片三大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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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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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秘不除 健康难长久

时 间
8月8日（周二）09:00-09:30
8月8日（周二）10:00-11:00
8月8日（周二）14:00-14:30
8月8日（周二）14:00-15:00
8月8日（周二）14:30-15:00
8月8日（周二）14:30-15:30
8月8日（周二）19:30-20:30
8月9日（周三）14:00-15:00
8月9日（周三）15:30-16:00
8月10日（周四）10:00-11:00
8月10日（周四）14:30-15:00
8月10日（周四）14:30-15:30
8月10日（周四）15:00-16:00
8月10日（周四）15:00-16:00
8月10日（周四）18:30-19:30
8月10日（周四）19:30-20:30
8月11日（周五）10:00-11:00
8月11日（周五）10:00-11:00
8月11日（周五）14:00-16:00
8月11日（周五）14:30-15:30
8月11日（周五）19:30-20:30
8月12日（周六）08:30-09:00
8月12日（周六）09:00-09:30
8月12日（周六）09:00-10:00
8月12日（周六）14:00-14:30
8月14日（周一）08:30-09:30
8月14日（周一）09:00-09:30
8月14日（周一）10:00-11:00
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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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儿童医院3号楼五楼
一号楼19楼肾内科示教室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房
3号楼11楼西区示教室

门诊病房综合楼27楼示教室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

新北院区住院楼16楼26病区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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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房大楼六楼活动室

市三院1号楼12楼心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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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楼区五星街道文体活动中心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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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15周
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

“向日葵”家长课堂：新生儿日常护理
《肾活检穿刺术》讲座

糖友夜校
“天医无风”脑卒中筛查与防治系列讲座

动脉粥样硬化合并糖尿病的管理
分娩前准备

《高血压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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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高血压患者远离ASCVD的威胁》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

孕期心理保健及产后康复
母乳喂养技巧

暑期儿童安全教育
《认识胰岛素&胰岛素注射操作示范》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
八段锦教学

科学坐月子 建议>28周
吕志刚副教授：夏季颈腰保养

婴幼儿口腔保健及口腔疾病预防
孕妈妈学校

母乳喂养知识及技巧 建议>28周
安全快乐分娩

《糖尿病患者如何运动&手操示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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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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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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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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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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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