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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在你身边

杏林春满
常州市中医医院

社区卫生

天使志愿服务一周活动安排表
（6月26日-7月2日活动安排）

又到了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家
长们准备好了吗？以下是手足口病的
重要知识点，赶紧来了解一下吧！

1、手足口病是由什么引起的？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传

染病，引发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有20
多种（型），其中以肠道病毒 71 型
（EV71）和柯萨奇病毒 A16 型（Cox
A16）最为常见。手足口病在每年的
4-7月份是发病的高峰时期，主要感染
5岁及以下儿童为主，尤以3岁及以下
儿童发病率最高。

2、这些肠道病毒如何传播引起手
足口病的？

密切接触是手足口病重要的传播
方式，通过接触被病毒污染的手、毛
巾、手绢、牙杯、玩具、食具、奶具以及
床上用品、内衣等引起感染；还可通过
呼吸道飞沫传播；饮用或食入被病毒
污染的水和食物亦可感染。

3、得了手足口病，会表现出哪些
症状呢？

手足口病发病很快，多数患儿症
状轻微，刚开始一般是发热、咳嗽等类
似感冒症状，随后会在口腔黏膜出现
疱疹，在手心、脚心及臀部皮肤出现斑
丘疹、疱疹，大多数患儿预后良好，一
般在1周内痊愈，无后遗症。少数患儿

发病后迅速累及神经系统，出现脑炎、
心肌炎、肺水肿等严重并发症，因此婴
幼儿家长对该病不可小觑。

4、如何在早期就识别这些重症病
例呢？

家长要密切观察孩子的状态，如
果出现以下指标就要尽早就医。

①持续高热：体温大于39℃，常规
退热效果不佳；

②精神状态差、呕吐、易惊、肢体
抖动、无力、站立或坐立不稳等；

③呼吸增快、减慢或节律不整，安
静状态下呼吸频率超过30～40次/分；

④心率增快（＞160 次/分）、出冷
汗、四肢末梢发凉、皮肤发花、血压升
高等；

⑤血液检查发现：白细胞计数升高
（≥15×109/L），血糖升高（＞8.3mmol/
L），血乳酸升高（≥2.0mmol/L）。

针对手足口病，一般性的预防措
施有勤洗手，不要让儿童喝生水、吃生
冷食物，儿童玩具和常接触到的物品
应当定期进行清洁消毒，避免儿童与
患手足口病儿童密切接触。

此外，还可以接种疫苗。EV71灭
活疫苗可用于6月龄～5岁儿童预防
EV-A71感染所致的手足口病。要注
意的是，EV71 灭活疫苗不能预防
EV71病毒之外的其他肠道病毒引起
的手足口病。

蒋霞 董秀晴 张惠力

我们知道，一口好牙是爱美人士
的“标配”，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并非天
生就拥有美齿，牙齿缺损及颜色不佳
都成了他们外出交际的“拦路虎”，而
如果去医院的话，传统的牙体修复治
疗又往往要让他们跑上好几趟才能完
成，对于时间金贵的成功人士而言，省
时省力效果又好的技术才是他们心中
的最爱。那有没有呢？

看过《谍中谍3》的人一定还记得
这样一个场景：汤姆·克鲁斯用先进的
3D打印技术进行模型面部打印，顷刻
间就制作完成了一个足以乱真的假面
具。这个看似科幻的技术，其实在今
天已经变成了现实。3D打印机不仅
已被制造了出来，而且运用在了很多

的领域，口腔医学中的CAD/CAM技
术，就是其中之一。

据常州市口腔医院修复科张仁国
主任介绍，如今口腔医生不仅是传统意
义上的匠人，还犹如一位高级化妆师，
在考虑美观、微创、咬合的基础上设计
精细化、个性化方案，使影响美齿的难
题迎刃而解，从而让大家重新绽放自信
笑容，进一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如今很多市民仍存在一些认识误
区，比如洞小就补补、洞大就拔掉然后
装假牙等。张主任解释说，牙齿虽小，
却是身体中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旦拔
掉就不能再生。一颗健康的恒牙可以
在口腔内服役几十年，而且保留自然
牙有利于口颌系统的稳定和健康。因
此，医生应当尽量为患者保留自然牙。

“随着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升，牙
体修复就需要向更加精细化、微创化
的方向发展，这就有赖于更加高精尖
的现代化义齿加工系统了，幸好，我们

现在拥有了CAD/CAM。”张
主任说。

据了解，常州市口腔医院
早已引进全套德国“瓷睿刻”
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
与制作设备，已经成功为数百
位患者恢复了各种类型的牙
体缺损，获得患者的一致好评。

对比传统修复技术，它有
5个方面的优势：

1、打破过去磨牙、打磨、
刻蜡、烧瓷等传统治疗程序，
一次就诊，一个小时左右完
成修复，减少患者往返次数；

2、光学印模，没有恼人的恶心呕吐；
3、精密的邻接关系，有效地防止

食物嵌塞；
4、最大化保存牙体健康组织，延

长牙齿使用寿命；
5、以全瓷为原材料的修复材质耐

磨，不收缩，不易产生继发龋，对牙龈

无刺激，对比于含有金属成分的烤瓷
冠，在需要做头颅X线、CT、核磁共振
检查时没有任何影响。

没有痛苦、没有漫长的等待，轻轻
松松恢复牙齿本色。怎么样？有没有
心动？如果你刚好有这样的需求，不
妨来常州市口腔医院试试这项牙齿的
3D打印术吧。 何云开

CAD/CAM，牙齿的3D打印术

为了贯彻十九大精神，实施健康
中国的战略目标，在七一建党节来临
之际，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与西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联合开展以“医者永联心 护佑脑健
康”为主题的医联体专科共建脑健康
义诊活动。

活动中免费测量血压血糖，专家们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的病例为社区
居民们解答了对癫痫、脑血管病、高血
压病等神经科常见疾病的疑惑，并发放
了健康教育宣传资料，倡导健康的生活

方式，指导居民及一些老年人自我预防
及自我健康的生活小常识，同时也向居
民们宣传了“首诊在社区，小病进社区，
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医联体型
就医新格局，深受居民的欢迎。

义诊活动的现场，有一位蒋大爷
说道：“现在有什么小毛小病的只要到
社区医院看看就好了，又方便又实
惠。现在的人啊不愁吃不愁穿的，送
啥不如送健康来得实在，希望今后经
常开展一些这样的活动就好了。”

解素萍

乳腺癌和子宫颈癌（简称“两癌”）是
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最常见的恶性肿
瘤。近年来“两癌”的发病率呈现明显的
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适龄妇女“两癌”
筛查才是“两癌”防治的有效手段。

钟楼区2014—2017年4年间，共
组织10.5万群众开展两癌筛查，发现
乳腺癌25例，发病率为23.81/10万，
明显高于世标率11.3/10万，乳腺X线
检查结果BI-RADS分级4级及以上
患者达 133 例，患病率达 126.67/10
万；发现宫颈癌 31 例，发病率达
29.52/10 万，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
12.8/10万，宫颈组织病理检查CINⅡ
及CINⅢ（癌前病变）患者达197例，
发病率 187.62/10 万，今年已经完成
目标任务的80%以上。因此钟楼区

“两癌”发病率跟全国一样处于高发态
势，提高妇女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其养

成良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杜绝生殖
道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和传播是预防

“两癌”的前提，定期筛查才是关键，每
位妇女必须结合自身特点，至少2年
要进行一次筛查，注射疫苗可以预防
宫颈癌，但只有定期筛查才能赢得“两
癌”早诊早治。

钟楼区妇保所

迎七一 送健康

开展定期筛查，做好“两癌”防控

又到了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

家长们准备好了吗？

6月24日，由常州市武进中医医
院主办、常州市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
协办的儿科常见疾病名老中医学术传
承学习班暨2018年常州市中医药学
会儿科分会年会在武进举办，全省医
疗机构共120余人参加此次学习。

学习班上，江苏省中医院儿科主
任中医师孙轶秋教授讲授《儿童反复

呼吸道感染的发病机制和治疗对
策》，从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的易感
因素、发病原因、诊断标准等，详细阐
述中医治疗的优势和意义；南京市中
医院主任医师张骠教授传授一道儿
科特色诊疗中的“私房菜”《中医药诊
治儿童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临证经验
与认识》，诙谐幽默的语言和条理清

晰的解说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常州
市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主任委员徐
银芳讲授《病毒性肺炎的辨证论治》；
常州市中医院卞国本主任医师讲授
《小儿消化道疾病的中医诊治经验介
绍》；常州市武进中医医院儿科副主
任张建玉以《王耀峰老中医治疗小儿
咳喘经验介绍》为题，分享传承王耀

峰学术思想辨证论治及中医药运用
的心得体会。

本次学习班授课专家实力雄厚，
理念独到，讲座内容丰富，贴近实际，
为广大儿科医务人员提供了一场盛大
的学术盛宴，同时，为与会同仁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曹艳

时 间
6月26日（周二）08:30-11:30
6月26日（周二）09:00-09:30
6月26日（周二）09:30-09:50
6月26日（周二）14:00-14:30
6月26日（周二）14:00-14:30
6月26日（周二）14:00-15:30
6月26日（周二）14:30-15:30
6月26日（周二）14:30-15:30
6月26日（周二）14:30-15:30
6月27日（周三）08:30-10:30
6月27日（周三）09:30-09:50
6月27日（周三）13:00-14:30
6月27日（周三）14:00-15:00
6月27日（周三）14:30-15:00
6月27日（周三）14:30-15:30
6月27日（周三）14:30-16:30
6月27日（周三）20:30-21:30
6月28日（周四）08:30-11:30
6月28日（周四）09:00-11:00
6月28日（周四）09:30-09:50
6月28日（周四）10:00-11:00
6月28日（周四）14:30-15:30
6月28日（周四）14:30-15:30
6月28日（周四）14:30-15:00
6月28日（周四）14:30-15:30
6月28日（周四）15:00-16:00
6月29日（周五）08:30-10:30
6月29日（周五）09:30-09:50
6月29日（周五）13:00-14:30
6月29日（周五）14:30-15:30

6月30日（周六）09:00-09:30

6月30日（周六）14:00-14:30

7月2日（周一）08:30-09:30

7月2日（周一）09:00-09:30

7月2日（周一）09:30-09:50
7月2日（周一）10:00-11:00

7月2日（周一）14:00-14:30

7月2日（周一）14:30-15:30

地 点
电子新村

市妇幼保健院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

市四院新北院区住院楼15楼25病区
市妇幼保健院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市七院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十九病区健教室
市一院一号楼19楼肾内科示教室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市二院城中/阳湖院区内分泌科健康教育室

南夏墅街道
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
横山桥镇芙蓉东周村

市三院一号楼3楼变态反应中心
市一院3号楼11楼西区示教室

市一院一号楼12楼肿瘤科“聚爱护理”健康教育课堂
市一院3号楼负一楼科学会堂

市二院城中/阳湖院区内分泌科微信平台
清潭三村

市二院阳湖院区一楼门诊大厅
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

市二院阳湖院区产科门诊孕妇学校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市二院城中/阳湖院区内分泌科健康教育室

市四院新北院区住院楼16楼26病区
市四院新北院区住院楼14楼24病区
市妇幼保健院病房大楼六楼活动室

市一院门诊大厅
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
横山桥镇芙蓉西柳村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市妇幼保健院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市妇幼保健院2号楼五楼家长学校

市七院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三楼产科宣教室

市妇幼保健院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
市二院阳湖院区产科门诊孕妇学校

市妇幼保健院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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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科、心内科、针伤科联合义诊

准妈妈营养（指导准妈妈孕期合理、营养的饮食搭配）孕期全程
八段锦志愿宣传活动

糖尿病饮食宣教
孕妈咪瑜伽预约课（减轻孕期不适症状、利于顺产）建议>15周
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糖尿病在生活中应关注事项有哪些？”

《肾功能的相关指标》健康讲座
《正确注射胰岛素及防治低血糖》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糖尿病知识讲座
“爱心零距离”走进南夏墅社区义诊、咨询活动

八段锦志愿宣传活动
“健康快车乡村行”讲座、义诊
《过敏性鼻炎防治》健康讲座

“天医无风”脑卒中筛查与防治系列讲座
《化疗药物常见副作用的观察及护理》健康讲座

“6.28国际癫痫关爱日”科普活动
“欢聚一糖”微课堂

眼科、心内科、脂肪肝中心联合义诊
“关爱生命，点燃希望”国际癫痫关爱日义诊、咨询活动

八段锦志愿宣传活动
孕妈妈学校：拉玛泽呼吸减痛

《糖尿病的管理及慢性并发症的防治》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糖尿病知识讲座

高血压健康知识讲座
ACS患者出院后警惕再次发生冠脉事件知识讲座

好爸爸课堂：产后科学坐月子、母乳喂养、婴儿护理指导
“全国科普行动日”公众义诊活动

八段锦志愿宣传活动
“健康快车乡村行”讲座、义诊

《认识胰岛素&胰岛素注射操作示范》健康讲座
产后盆底康复（简介什么是盆底肌，妊娠、

分娩对盆底肌的影响，何时做康复训练等）建议>28周
高富帅先要“高”——科学管理宝宝的身高

（简介通过科学安排婴幼儿睡眠、营养、运动
以达到身高理想状态）适合0-6岁宝宝家长

孕妈妈学校“孕产期运动”
母乳喂养知识及技巧（简介母乳好处、教会挤奶手法、

喂哺姿势等等）建议>28周
八段锦志愿宣传活动

产前课堂：分娩前物品准备及助产配合
辣妈瘦身操（预约课）（恢复窈窕身材、调节产后心态、
预防乳房下垂、重建骨盆肌张力等）建议产后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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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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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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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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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冬病夏治之特色穴位贴敷疗法

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但如果你认为冬病
夏治的范畴只有老慢支、哮喘、鼻炎、反复感冒等这些老生常谈的
毛病，那就太狭隘了。今年夏天，市中医院特别推出10种特色穴
位贴敷疗法，并对处方和工艺进行了改良，更安全，轻轻松松扶正
固本，祛病强身。

夏季养生正当时，为你推荐——

市中医院的养生茶饮和特色“三伏贴”
饮方名称

养肝养目茶

益气养阴茶

健胃消食茶

降脂泄浊茶

安神饮

三草饮

消渴饮

润肠饮

清热利咽茶

适应症

可减轻用眼过度引起的干涩和疲劳等症状

可减轻夏季暑热引起的心烦、口渴和乏力等症状

可减轻夏季暑热引起的食欲不振等症状

可减轻夏季暑热引起的身肢困倦、口粘和头昏等症状

可减轻夏季暑热引起的心烦失眠等症状

可减轻夏季暑热引起的血压波动、头痛头晕等症状

可减轻糖尿病人因夏季暑热引起的烦渴、乏力等症状

可改善因夏季暑热引起的便秘或大便干结等症状

可减轻病人因夏季暑热引起的咽喉疼痛、不爽等症状

贴敷方

咳嗽哮喘方

虚体感冒方

自汗方
盗汗方

过敏性鼻炎方

胃痛方

慢性腹泻方

暖宫贴

消癥方

癃闭方

适用人群
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
反复咳嗽等症状的成人与儿童
患有体虚易感、反复上呼吸道感染
等症状的成人与儿童

患有自汗、盗汗症的成人与儿童

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成人与儿童
患有慢性胃炎、慢性结肠炎、功能性
消化不良等表现为寒性或虚寒性疼
痛症状的患者

患有肠易激综合征、慢性结肠炎、溃
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和肠功能紊乱
表现为寒证或虚寒证患者

患有各类妇科疾病引起的寒性腹痛
等症状的患者

患有慢性盆腔炎、输卵管炎、多囊卵
巢综合征、子宫腺肌症、子宫肌瘤等
疾病的患者

患有慢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反
复尿路感染等属肾阳虚的患者

夏季是阳气最盛的季节，气候炎热
而生机旺盛，但夏季也最容易使人感到
困倦烦躁和闷热不安。如何能健康舒适
地度过炎炎夏日，就成为时下市民朋友
尤其是亚健康人群的一个主要话题，如
果还能借这个时节缓解甚至消除一些其
他疾病的话，那就真是一举两得了。

有这样的好事吗？
还真有。
常州市中医医院第二届“夏季养生

节”推出多种养生疗法，记者通过了解
后，先选择其中的两种来介绍给大家。

茶饮疗法

今年夏天，市中医院针对不同体质
人群，推出9种夏季养生茶饮方。一起
来看一下，然后找一种适合自己的品尝
一下吧，这个夏天，你可以喝出清凉，喝
出健康。

（*）以上茶饮方均可用开水冲泡，代茶饮用，每次一袋，每日2次。

最后，也要提醒一下跃跃欲试的市民朋友，选
择任何一种茶饮或贴敷方，都要在专家的指导下进
行哦。 中医宣

儿科常见疾病
名老中医学术传承学习班在武进举办

今年年初，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
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相关规定自6
月19日起正式生效，世界卫生组织将
通知世界各国政府，将游戏成瘾纳入
医疗体系。

世卫组织给出的“游戏成瘾”诊断
标准有3条：1、对玩游戏的控制能力受
损（比如开始时间、频率、持续时间、场
合等）；2、游戏高于一切，其他兴趣以
及日常活动，都须让位于游戏；3、即使
导致了负面影响，游戏行为仍在继续
和升级。另外，要想确诊“游戏成瘾”，
行为模式还必须足够严重，导致在个
人、家庭、社交、教育、职场或其他重要
领域造成重大的损害，并通常明显持
续了至少12个月。

德安医院心理科主任舒京平表示，
网络游戏成瘾来源于好几个方面，尤其
是儿童青少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长
期处于困境，成绩差、逃课、人际交往困
难等，与父母老师有极大冲突，但在网
络游戏中他们有的人是大神，有的人是
会长，所以他们会躲在虚拟的空间中寻
找满足感、自尊心、自信心以及伙伴关

系。当他们在虚拟的空间中需求得到
满足，那就不会在现实生活中进行进一
步的努力，人际关系逐步恶化，变得孤
僻、暴躁，甚至因为游戏时间被控制而
产生偷窃、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

多年来，游戏成瘾纳入精神疾病一
直争议不断，舒京平表示：“我们是非常
反对给儿童青少年‘贴标签’的，一方面
易导致孩子被疾病‘妖魔化’，另一方面
家长会放弃自身的努力全权丢给医生
处置。”网络游戏成瘾伴有很多社会性
问题，比如家庭教育缺失，教育方式错
误等，被贴了标签以后很容易把游戏成
瘾认为仅通过药物就可以治疗。

舒京平提醒广大家长，对于孩子
游戏成瘾，如果普通的干预手段无效
的话，请一定到正规医院就诊。但是
还是建议首选由父母陪伴孩子参加一
些竞技体育类训练，如果能在现实中
获得快乐，尤其是群体性伙伴关系的
支持、关心和鼓励，让他获得相应的成
就感、自豪感和自信心，那他自然而然
会从虚幻中慢慢出来，回归现实。

阚群冬

当“游戏成瘾”被列入精神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