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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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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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楼院区、武进院区、新北院区 电话：0519-818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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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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房？我不去！”“艾滋病
科，我不干！”我想，这是很多医学毕业
生的心声吧！

然而，在我的世界里，每天待得最
久的地方就是传染病房，接触最多的
人就是传染病患者。艾滋病、麻疹、狂
犬病、甲流等等，你能想到的传染病在
这里几乎都有。

那是三年前的一个晚上，一位长期
静脉注射毒品的男性艾滋病病人，右腹
股沟长了鹅蛋大小的动脉血管瘤，他在
自行注射毒品时不慎把股动脉刺破，大
出血，送来医院时，整个人几乎完全睡

在血泊之中，值班的我来不及多想，冲
上前去，压迫止血、包扎敷药。那一刻，
什么个人防护、什么职业暴露，统统抛
在了脑后，只想到眼前的生命高于一
切。整整一个夜晚，我守在床边、未眠
未休。天亮了，病人虚弱地睁开眼睛，
一把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我
说：“放心吧，我们一直都在。”

有一年，我市H7N9禽流感病例陡
然增多，死亡率较高，领导担心、公众恐
慌。医院决定启用负压病房。进不进负
压病房？说实话，我也矛盾过、害怕过，
孩子还小、父母正需要照顾，万一、万一
……哪有那么多万一，我是一名传染科
医生，我不进去谁进去，这是我的使命，
关键时刻我主动请缨入驻负压病房。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和我
的同事们并肩作战、相互鼓励。多少个
夜晚都是在开导病人、安慰家属中度
过；多少个夜晚当我离开病房时，窗外
一缕曙光已悄悄渲染了天际，那初升的
旭日与我眼睛的猩红交相辉映。

那一刻，我更坚定了我的脚步
——把一颗赤诚的爱心奉献给病人，
用勤劳的双手托起生命的绿洲，这是
我特殊的使命、神圣的使命。

（本文作者为市三院肝病科医疗
组长、主治中医师）

【行医路上48】

特殊的使命
□ 曹琪

每天吃饭，每天都产生粪便，便秘不
像其他毛病一样，不能靠吃药来治疗。
是药三分毒，长期吃药对身体一定有损
伤。但便秘烦人，医学证明：中老年人由
于肠道衰老而引发的便秘，这种便秘会
随着年纪增加而加剧，无法根除。

相传清朝有一个宫廷秘方：用发酵
绿心黑豆粉、山楂、马齿苋、芹菜叶等果
蔬和粗粮按一定的配比熬制成粥，老便
秘晚上吃下去，第二天早上爽快通便，每
天晚上坚持服用，一个月后便秘全除。

“证尝通”——黑豆山楂压片根据古方，
由十多名医学专家，潜心研究数十年精
制而成。“证尝通”原料为果蔬和粗粮，一
粒证尝通相当于二公斤蔬菜的膳食纤维

的含量，每天晚饭后加几粒，第二天排便
过程远比药物排便过程舒服，不腹痛，不
拉稀。对于老年无法根除的便秘，“证尝
通”能长期服用，无任何副作用，并且，服
用量越来越少，最终停服。“证尝通”三大
特点：一、让便秘逐步减轻，逐步消失。
第二、便秘越严重，效果越好。第三、老
年便秘长期服用价格不贵。

现在，常州地区龙御膳食专营店（市
区路桥市场B座605A室）；江南大药房；
明仁堂大药房；湖塘南方大药房；金坛传
承大药房；溧阳和济药房有售。咨询电
话：0519-83991315（市区免费送货）。

温馨提示：4盒一周期，现全国正
举行买3送1的优惠活动

吃果蔬！除便秘效果就是不一样

文山三七 破壁灵芝孢子粉直销钜惠
基地直达、一斤也是产地价！货真价实买贵退差！

益生良行联合文山三七种植基地，
从晾晒三七的田间地头一站式直销，省
去中间环节、省钱70％为您提供品种全
质优价廉的好三七！现场免费加工超
细粉，亲眼看着加工让您更放心！

每天一勺三七粉、远离心脑血管病！
每天仅需几块钱！产地直销钜惠：7年生

文三七20-25头特卖价438元/斤！5年
生文三七40头特卖价338元/斤！3年生
三七特卖价268元/斤！活动仅限5天！

另有西洋参1.5元每克起！铁皮
石斛1.6元每克起！柴达木黑枸杞168
元每斤！长白山野生刺五加保健枕
（失眠神经衰弱人群适用）买一送一！

灵芝在传统中医领域的应用已有
千年，具有极佳的扶正固本、免疫强化
作用。而作为灵芝的种子——灵芝孢
子，凝聚了灵芝全部精华，在扶正固
本、抑制肿瘤等方面，效用高于灵芝子
实体，成为中药“扶正”抗癌之王！

安徽大别山腹地金寨农神公司作
为灵芝孢子粉源头种植基地联合常州

益生良行为常州市民提供优质破壁灵
芝孢子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生产，质量有保障！

本品破壁率高、多糖及三萜含量
高效果好！作为灵芝孢子粉核心成分
三萜含量高达每100克内含2500毫
克！活动期间购买原价5280元，现在
仅需1980元（一年服用量）。

灵芝破壁孢子粉产地推广，一年仅需1980元！

活动仅限5天，订购电话：88997355（免费送货货到付款）地址：兰陵桥北50米
世纪明珠园7号商铺益生良行、湖塘店：武进电视塔下（红木城南）

“什么时候开始‘冬病夏治’啊？”
近日，孟河中医医院不断接到咨询电
话，询问今年“冬病夏治（三伏贴）”的
相关病种防治何时开始比较合适。

据悉，该院一贯采用的传统疗法，
经历代中医学家反复实践，反复研究，
证明在炎热夏季采用中药穴位贴敷治
疗冬天发作或容易发作的疾病，疗效
显著。主要针对的有体虚感冒、慢性
咳嗽（慢性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
炎、骨关节疼痛（风湿，类风湿性关节
炎引起的各种颈、肩、腰腿痛）等疾病。

民间历来有冬病夏治的说法，“冬

病”是指冬季发生的疾病或在冬季症状
加重的疾病（中医辩证寒证类），包含呼
吸、循环、消化、免疫等多系统疾病。“夏
治”是夏天、长夏（三伏天）炎热时间选
用适宜的中医方术加以预防和治疗，包
括内病内治、内病外治两种不同的中医
治则。“冬病夏治”的方法有针灸、拔罐、
刮痧、推拿、穴位贴敷、薰洗等多种的治
法，内服药有汤剂、丸剂、散剂等，还有
药膳、食疗和体育治疗等。

今年，孟河中医医院已组建“冬病
夏治（三伏贴）”防治团队，由经验丰富
的专业医护人员组成。 董玉香

婴幼儿辅食首次规定镉临
时限量值

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植物油、酱
油、食醋、矿泉水等27项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新标准主要以完善术语和定
义、删改部分指标、增加命名和标识、
增加卫生要求等内容为主。值得注
意的是，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的
临 时 限 量 值 首 次 明 确 规 定 为
0.06mg/kg。

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公
布的27种食品中，包括聚氧丙烯甘油
醚等5种食品添加剂、葡萄糖酸镁等
11种食品营养强化剂以及植物油等
11种其他食品。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卫健委还发
布了关于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的
临时限量值的公告。依据婴幼儿谷类
辅助食品中镉风险评估结论，制定婴
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的临时限量值
为0.06mg/kg。

国家标准发布：幼儿辅食规
定镉临时限量值

相关专家解释称，镉是一种存在

于环境中的污染物。食物中的镉通
常不会造成急性中毒，但是长期大量
摄入可能会造成潜在的慢性损害。
根据国际通行做法，我国已制定谷

类、肉类、奶类等大宗食品中的镉限
量标准，但除欧盟以外，国际食品法
典委员会（CAC）、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均未对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限量值作
出规定。

近年来，我国婴幼儿谷类辅助食
品需求增加。为了更好地保护婴幼
儿健康，满足监管和生产需要，特制
定我国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镉的
临时限量值为 0.06mg/kg。该临时
限量值是以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
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
会（JECFA）提出的健康指导值（暂定
每月耐受摄入量25μg/kg BW）为依
据，利用我国近年来风险监测数据进
行了相关研究确定的。婴幼儿谷类
辅助食品每公斤镉含量不超过0.06
毫克就是安全的。食品安全监管部
门将依据此临时限量值进行监督管
理，并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据北京青年报

据英国《每日邮报》6
月20日报道，英国萨里郡
一名叫马修·斯隆普(Mat-
thew Throup)的业余摄影

爱好者有幸拍摄到罕见的白化松鼠觅食的照片。该照
片一经在网上传播，就迅速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罕
见的毛色和可爱的模样让网友们纷纷直呼想要抚摸一
下这只松鼠。

照片中，这只松鼠全身雪白，毛发干净蓬松，眼睛为
淡红色，而不是常见的黑色或者蓝色。它躲在橡树的枝
丫间，瞪着圆溜溜的两只玻璃球似的眼睛在细细地寻找
食物，同时还竖起两只尖尖的小耳朵，留意着周围的动
静，全神贯注而又小心谨慎。

马修表示：“我看到这只松鼠时，它正打算穿过马
路，看到我后，也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对我视而不见，
径直从我面前跳到路对面，然后就爬到了一棵橡树上。
半路上，它甚至还停留了4分钟左右。能看到这样一只
白毛红眼睛的松鼠，一方面，我感到非常地吃惊，另一方
面，我也感到很幸运，毕竟这样的松鼠非常地少见。

据悉，英国只有红色和灰色两种毛色的松鼠。红色
的松鼠是英国土生土长的，灰色的松鼠是在130年前从
国外引进的。那么，人们不免好奇，马修和他的顾客在
路边见到的白毛红眼睛的松鼠是从哪里来的呢？

经过调查发现，白毛红眼睛的松鼠不是天生就是这
样子的，而是因为它们在成长过程中患上了白化病。这
种病导致松鼠体内的黑色素不断减少，最后，它们的发
毛就全部变成了白色，眼睛变为了淡红色。白化病不仅
改变了它们的外形特征，而且还因此使它们的生存率变
得非常地低。

由于白化病的侵袭，它们的视力受到了影响。除此之
外，白色的毛发，使它们很难隐藏在树叶或者草丛中，从而
增加了它们被天敌抓捕到的几率。所以，目前英国仅有50
只白化松鼠，人们能见到它们的几率大约为十万分之一。

孟河中医医院

即将开启2018冬病夏治活动

有 要说画画

松鼠也有白化病：

雪白松鼠全英仅剩50只

国家标准发布：

幼儿辅食规定镉临时限量值

中高考结束了，暑假又来临了，每
年的暑假就是矫正牙齿的高峰期，许
多学生都会选择暑假矫正牙齿，最近
口腔正畸科的咨询电话都快被打爆
了，口腔正畸科门诊也迎来了第一波
高峰。

为什么学生越来越重视牙
齿矫正呢？

专家分析：牙列不齐的学生常常
成为同学取笑、嘲讽的对象。有将近
80%牙列不齐的青少年不愿张嘴大
笑，甚至不愿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将
近50%的牙列不齐青少年患者想尽量
避开社交场合或不愿参加社交活动；

有20%-30%的牙列不齐患者怀有自
卑感。牙齿不整齐，不但会对孩子心
理和人际交往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孩
子的颌面发育和口腔健康。

牙齿矫正有哪些方法？

1、金属托槽矫正
金属托槽矫正器适应症广，目前仍

被广泛使用。采用进口金属托槽，其表
面光滑，体积小巧，结实耐用，有助于牙
齿的完美排列。此种金属托槽边缘进
行了特有的圆润化处理，减少了对口腔
黏膜的不良刺激，与传统不锈钢托槽相
比，在其材质、槽沟准确度、表面光洁度
和口腔感觉等方面都有所改良。

2、隐形无托槽矫正
所谓隐形无托槽矫正，就是没有传

统矫治过程中的钢丝和托槽，是一种不
影响美观透明材料矫正器。隐形牙齿
矫正是一种根据每个顾客的个体情况
实现可视化的三维立体矫正辅助过程，
并通过压模成形器制作各个治疗阶段
的系列个性化透明隐形矫治器的一种
牙齿矫正技术。患者通过按时佩戴、定
期更换来达到矫治目标。它摆脱了传
统正畸术中托槽钢丝的尴尬和难看，让

牙齿矫治在不知不觉中轻松完成。有
些学生或者成年人比较在乎当前的外
貌情况，带牙套未免太丑了，此种矫治
方法正好克服了这一困扰。

牙齿矫正有什么好处呢？

1、保持口腔卫生，利于牙周健康，
利于龋齿的预防；

2、增强个人的自信心；
3、解除咬合干扰，清除咬合创伤；
4、解除咬合干扰。
暑假矫正牙齿好处多，时间充裕，

暑期时间安排方便，不用担心耽误功
课的困扰。

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常
州、武进医保定点单位，红梅口腔由常

州本地的一批知名口腔专家徐定南、
朱炳兴、唐玲燕、汪宇平、佟力朴等组
成，目前有口腔专科卫技人员70多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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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率先在常州开展3D打印技
术修复假牙，开创假牙修复新时代。
优美的环境，优质的服务，常年口腔收
费优惠2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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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矫正正当时
红梅口腔正畸科

红 梅 中 医 科 已 连 续 数 年 开
展“ 三 伏 贴 ”疗 法 ，特 聘 市 三 院
退 休 中 医 老 专 家 单 德 成 主 任 中
医 师 ，创 新 研 制 药 膏 ，根 据 不 同
病 情 ，分 别 采 用 一 号 金 水 宝 、二
号玉屏风、三号铁灵仙等药饼辨
证施贴。

开展时间：夏至后引贴：6 月 21
日—7月16日。

初伏：7月17日—7月26日，10天。
中伏：7月27日—8月15日，20天。
末伏：8月16日—8月25日，10天。
门诊时间：每周三下午
联系电话：15380059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