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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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区丁香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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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原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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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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要说画画

本月10日19时左右，新北区泰山
新村，48岁的陈先生加班时突发脑出
血晕倒，经急救车送至联勤保障部队
第904医院常州院区抢救。为了减小
创伤，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医生连夜为
陈先生实施颅内压探头植入术+脑室
外引流术。据了解，入院时检查发现
陈先生的收缩压高达209mmHg，这
是引起脑出血的直接原因。家属介
绍，陈先生明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但
因忽高忽低，且自我感觉良好，加上工
作比较繁忙，所以没有接受医生建议
服药治疗，平时也忽略了血压的监测，
一拖再拖，直至发生意外。

近期，第904医院常州院区收治
了几例高血压引发脑出血的病例。62
岁的刘先生具有多年高血压病史，曾
经服药治疗过，但后来自我感觉还好，
于是没有坚持服药。上月底，刘先生
突然发现头痛头晕，直至意识模糊，到
第904医院检查后诊断为脑出血，后

立即予以手术。由于患者长期服用活
血药物，术中止血难度非常大，经无锡
院区与常州院区专家共同努力3小
时，手术才顺利完成。幸运的是，刘先
生经过两周时间的后续治疗，目前已
完全清醒。

据该院神经外科主任裴荣权介
绍，近期收治的几例高血压脑出血病
例都是没有接受过系统治疗，导致血
压长期不稳定，在刺激因素作用下血
压飚升，引起脑出血，非常凶险。

第904医院无锡院区心血管内科
主任宗刚军介绍，高血压是一种常见
的慢性病，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
危险因素。因每个人适宜的血压水平
不同，所以在诊治方面应进行全面评
估，再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高血
压患者一定要接受正规的、系统的检
查和治疗，一定不能在没有专科医生
指导的情况下自行购药服用。一方
面，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品种繁多，且同

一种药物也不一定适合所有患者；另
一方面，不同的患者基本身体条件不
同，有的可能伴有其他基础疾病，在治
疗手段上因人而异，才能达到疗效。
其实，高血压也是可控可防的，除了正
规的药物治疗，改善生活方式对预防
和治疗高血压来说也很关键，包括注
意劳逸结合，避免过度劳累，保持良好
饮食习惯如戒烟控酒、清淡低盐等。

需要提醒的是，一定不要因自我

感觉良好而停止或放弃监测和治疗，
一旦血压突然升高，则可能引发脑出
血意外。患者在发病初期会感到头
晕、头痛、乏力，病情加重神志就开始
模糊、昏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立
即将患者送到正规医院进行抢救。脑
出血发病比较急，如果救援及时尚可
挽救生命，并有利于后期神经系统功
能的恢复。

王之辉

“耳病救星”邦尔利精研祖方创造
了“邦氏五联复聪法”：一、清耳毒，二、
通耳脉，三、补耳油，四、修神经，五、强
肾通耳。只需五步让患者告别耳鸣耳
聋，让耳朵重获新声，自由畅听。

为了帮助更多耳鸣耳聋患者早日康
复，邦尔通中医馆在全国举行“健康中国
行，康复耳病大行动”特大活动，我们中
医馆为耳鸣耳聋患者做了四免政策：

1、免费全身体检；2、免费耳道内
窥镜检查；3、免费听力检测；4、免费治

疗三天。
免费检测、免费调理对象：凡出现耳

鸣耳聋、耳内生疮、肿痛刺痒、老年性耳
聋、噪音性耳聋、神经性耳聋、听力下降、
突发性耳鸣、神经性耳鸣、老年性耳鸣及
由此引发的头晕头痛、失眠健忘、恶心呕
吐等各种耳鸣、耳聋病症的顾客。

预约电话0519-85577798
常州邦尔通中医馆地址：兰陵北

路572-6号（兰陵 BRT 站台向南 100
米工人新村路口）

耳聋耳鸣免费检测、免费治三天

高血压患者应坚持科学治疗与监测，不要太相信感觉

自我感觉良好，当心脑出血找上门

联勤保障部队第 904 医院无锡
院区（原第 101 医院）是全军颅脑创
伤救治中心、国家高级卒中中心和中
国胸痛中心，神经外科是全国颅脑损
伤治疗培训基地。自2018年12月开
始，无锡院区特色专科的专家开始在
常州院区（原第 102 医院）开展医疗

服务，神经外科主任王玉海教授、心
血管内科主任宗刚军教授每周四上
午坚持在常州院区坐诊、查房，此外，
消化内科、儿科、烧伤科等专业的多
名高资历专家定期在常州坐诊，根据
患者病情需要，专家还随时来到常州
为患者开展急诊手术。

本报讯 为了帮助更多的“胖友”
减掉负重，常州二院减重代谢外科中
心、标准化代谢疾病管理中心在常州二
院阳湖院区举行了胖胖趣味运动会。

早晨8点，医务人员免费为胖胖们
进行了血压、血糖、体脂分析检查。在
简短的开幕式后，体能训练师带领大家
进行了热身活动。接着，跳绳、跑步、篮
球、拔河等比赛相继展开。

参赛者中还有7位接受过减重代
谢手术的患者。其中一位戴先生，短短
4个月减轻体重35kg。原来走路都喘
的他，现在健步如飞，在3V3篮球对抗
赛中更是左突右投，成为全场MVP。

周女士在今年3月20日进行手术，短
短20天，已经减轻体重近13kg，并参
加了此次运动会的比赛项目。

运动会结束后，二院临床营养师、
体能运动师、内分泌科医师分别就饮食
控制、运动减重、肥胖与2型糖尿病等
热门话题进行了指导。

事实上，有肥胖困扰的人多多少少
在饮食和运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的
是缺乏科学指导，有的则需要通过手术
来减重。通过此次活动，希望更多人能
够认识到肥胖所带来的危害，积极参与
治疗。

（孙镇江）

本报讯 4月 19日下午，市肿瘤
医院联合新北疾病预防中心、新桥中
学开展了一场“医院里的物理奇幻之
旅”，新桥中学七年级4班的48名学生
通过观摩医院放疗中心等方式探秘医
院的物理世界。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一般规律
和物质基本结构的自然科学，在我们
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物理现象和知识，
如“开水不响，响水不开”就蕴含着对
流、声波等知识在里面，而医院也有很
多利用物理原理来诊疗疾病的设备仪
器，如超声仪、磁共振、X线等等，而在
肿瘤医院放疗中心，有一台神秘的设
备，能利用射线来杀灭肿瘤细胞，从而
治疗肿瘤疾病，这就是直线加速器。

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医
院门诊区域，就由医院团委负责人王
慧引导并科普医院里比较常见的物理
现象，启发孩子们学会在生活中观察、
在观察中学习。随后在医院放疗中
心，由医院放疗中心副主任方明明用
PPT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射线的分
类、作用等，并在直线加速器机房里进
行模拟操作，让孩子们更直观地感受
直线加速器的工作原理。

虽然孩子们在学校里还没有正式
接触物理课程，然而这一场物理奇幻
之旅激发了孩子对探秘物理世界的兴
趣，对将来物理课程的学习也充满了
期待。

（杜蘅）

平凡如土豆，多少人是吃着它
长大的。不平凡也如土豆，在称霸
餐桌的几百年中，它已经衍生“蒸、
炒、炖、凉拌”各种做法，到底哪一种
吃法更营养呢？送上一本《最会吃
土豆指南》。

炒土豆，切片比切丝更营养

平时家里炒土豆，大家经常将切
好的土豆片或者土豆丝浸泡在清水
中，这样既能防止土豆褐变，还能除去
一部分淀粉，这样炒出来的土豆色相
更好看、口感更脆一些。

这样做的弊端是会造成一部分营
养溶水流失，主要是B族维生素和维
生素C。如果土豆切丝，那么越细与
浸泡水的接触面积就越大，营养流失
就会越多。所以，如果是炒土豆，切片
比切丝更容易保留营养。

所以，切好的土豆不浸泡直接
炒营养会更好，因为土豆本身的淀
粉对其他营养素也有一定的隔离保
护作用。

土豆下锅后，加入适量的食醋，可
以帮助增加脆嫩的口感，还可以一定
程度地保护维生素C。快起锅时，用
定量盐勺加食盐，避免过早加入，而增
加营养溶出。

为了保证营养均衡和食物多样
性，完全可以将芹菜、青椒、西红柿、
里脊肉、黑木耳、冬笋、莴笋等与土豆
搭配，一起清炒或者蒜香炒都会好吃
又营养。

蒸土豆，最好保持完整

蒸，是一种相对来讲非常健康的
烹调方式，由于是靠蒸汽加热烹熟，所
以相对炖煮来说，水溶性营养物质如
维生素C、B族维生素以及少量的淀粉
糖类损失更少，而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基本也不会有损失。

如果土豆新鲜，没有发芽或者变
绿的情况，最好是洗干净直接蒸，而不
要去皮或者切分，这样更有利于营养
成分保留。

蒸土豆可以直接用来做主食吃，
也可以蒸熟后去皮，捣碎碾压做成土

豆泥。土豆泥中可以加入三文鱼、虾
仁、芹菜碎、肉沫等配料以及喜欢的调
味料，吃起来味道会更丰富、营养更均
衡。

炖土豆，尽量荤素、深浅搭配

土豆，真的是怎么做都很好吃的
一种食材，除了蒸煮、清炒，与排骨、海
带等食材一起炖着吃也是比较家常的
做法。

炖煮是一种比较相对比较慢的加
热方法，炖煮过程中，一部分水溶性营
养素会跑到汤水中，但是如果打算喝
汤，一定要少放油，避免能量过剩，也

要尽量晚放盐、少放盐。
由于不同食材质地不同，土豆相

对海带和排骨更容易成熟，所以还要
注意加入的时机，不要过早加入，避免
营养流失过多。

凉拌土豆，一定要新鲜

为了追求清爽的口感，凉拌土豆
丝时，都会经过浸泡除去部分淀粉，然
后热水焯煮去生，再用凉白开水浸泡
一下，所以营养素溶水损失会比较
多。好在焯煮的时间会很短（不超过1
分钟），所以加热造成的营养损失会比
较小。吃凉拌土豆，最重要的是一定
要保证新鲜卫生。

炸薯片薯条，少油少盐

如果想吃相对健康的薯片薯条，
可以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自制。将
土豆切成薄片，表面薄薄地刷上一层
油，切片越薄炸出来的口感越酥脆。
如果喜欢外焦里嫩的口感，可以将土
豆切得略厚或者切成略粗的条状，出
锅后撒一点椒盐或者蘸着低脂番茄
酱吃。

土豆，无论营养有多优秀，从营养
均衡的角度来讲都需要适量吃，一定
要注意整体膳食的均衡。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建议，每
天吃250—400克谷薯类，其中薯类
50—100克。如果菜肴中有土豆等薯
类，其他主食就要适量少吃了。

据搜狐

“胖友”运动会

炒土豆还是炖土豆更营养？

送上一本《最会吃土豆指南》

4月18日报道，英国萨里郡18岁的小
哥Matthew Philips天生就没有右手，
但是这并没有阻挠他成为一名攀岩选手，
而且还是一位英国顶级的残疾人攀岩选
手。Matthew参加过各种比赛，既有国家
级的也有国际级别的，既赢得过金牌也赢
得过银牌。去年9月，Matthew还成为了
世界残疾人攀岩锦标赛的冠军。

据环球网

18岁独臂小哥成英国顶级残疾人攀岩选手

记录日常饮食的热量摄入听起来
又累又麻烦。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提
高减肥效率的好方法。法国健康杂志
《TOPSANTE》援引美国的一项最新
研究指出，每天记录自己的卡路里摄
入量可以令减肥事半功倍。

在美国佛蒙特大学和南卡罗来纳
大学的一项研究中，142名志愿者坚持
记录每天摄入食物的热量和烹饪方
法。24周后，效果最好的参与者们成功
减掉了10%的体重，他们第一个月平均
每天花费23.2分钟监测饮食，到第六个
月平均每天只需花费14.6分钟。

研究人员发现，时间花得最多、记
得最详细的人并不是减重最多的人，
频率和规律性才是成功的关键。参与
研究的让·哈维（Jean Harvey）表示，
那些坚持每天至少记录3次的人是效
率最高的。这么做的关键意义在于督
促自己坚持减肥。

研究人员希望这些研究结果能鼓
励更多的人定期测定热量摄入，从而
更加关注自己的饮食健康。值得一提
的是，现在很多手机APP已经让卡路
里的记录变得越来越方便。

据环球时报

想要减肥

坚持记录卡路里摄入量很重要

医院的物理奇幻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