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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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8858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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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星口腔医院连锁 钟楼院区、武进院区、新北院区、天宁院区 电话：0519-81899999
常州现代口腔门诊部 荷花池店：钟楼区荷花池公寓19-1 电话：88120611

九洲店：钟楼区兰陵九洲新世界四楼 电话：8812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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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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颈肩腰腿痛专利方体验周
启动，“非手术康复腰突技术”落地聚
安堂常州兰陵店（世纪明珠园 3 号商
铺）。另王立财小偏方上市10周年赢
得良好口碑,患者赞不绝口！

据悉,王立财1955年生于吉林通
化，痴迷中医创新40余年，擅长心脑顽
疾、风湿骨病、胃肠病专利（可免费试
用），已获近10项国家专利。王立财开
方下药与众不同，独家使用水蛭、土虫
等血肉之品，行破血之法，研发出颈腰
椎外敷方“聚安堂中药包”。患者只需
睡觉时外敷12小时（重症顽固者加长
2 小时，同样达到满意）。很多推拿按

摩、吃药贴膏药无效者,花费不到几百
元，开车、跑步、爬山均不耽误。现该
方已获国家专利2008103020868，王
立财也因此入选《世界名人辞海》被誉
为民间中医奇人。王立财承诺：患者
得病已很痛苦，本人谨遵医德，以诚信
为先，以行医40余年信誉担保，不欺骗
患者，可康复后拍CT片对比。敬请康
复者代我宣传！另外，我研发酸枣仁
养心汤获国家专利，可服用40天左右
心脏彩超对比效果。

聚安堂常州店地址：兰陵桥北世
纪明珠园3号商铺

电话：88997355

腰突、颈椎病快找王立财

终于等到春暖花开，阳光温暖，疫情以来久宅家中的人们有点想参加户
外活动等。然而，在这桃红柳绿的阳春三月，各种过敏物质也活跃了起来，湖
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肤科门诊前来就诊的患者也日渐增多。

“比较特殊记录一下，新冠疫苗一
期临床，抽血护士说，那个阔腿裤好
看。”3月19日，下午17:16分，小米作
为新冠疫苗一期临床试验志愿者身份
发了这条微博。

截至3月21日，晚上22:43分，这
条微博下面已经有7101个赞、1119条
评论、2735次转发。在评论区，有的是
对小米的行为鼓励祝福，也有的是想加
入此次新冠疫苗志愿者行列，询问如何
报名。

“疫苗的上市，正常情况需要非常
长的时间，因为不是几天几个月没有任
何问题就可以了，我是做好了最坏的打
算，期盼最好的结果来参加这次一期临

床的。”小米在自己的微博中描述到，我
也希望这次一期能顺利进行到二期和
三期，然后可以上市使用，每天真的太
多太多的人因为新冠消失了……

当天一起接种的朋友，大部分30
岁以上，其中40、50多岁的蛮多，都是
有家有口的，他们是某人的父母，是某
人的子女。他们有中法同济的医生，有
媒体工作者，有退役军人，有普通的家
庭主妇，有大学生……

一位新冠肺炎疫苗志愿者在微博
中提到，他是一位退役军人，现在是一
位大学生，他说到，“我希望尽我的绵薄
之力。让这个城市快点好起来，让这一
切快点好起来。”

春暖花开，皮肤过敏怎么办？

远离过敏源 对有明确过敏源的
患者，一定要避免与过敏物质接触，对
过敏源不清楚的，要避免近距离接触
花草树木，不要到长期无人出入的场
所，以减少过敏机会。

防晒很重要 对紫外线过度敏感
或有皮肤屏障受损的朋友，一定要做
好防晒工作。防晒不能理解为简单地
涂抹防晒霜和出门打伞，而是要尽量
减少户外活动。

尽量不化妆 皮肤容易过敏的女
性朋友，不宜化妆，尤其不能化浓妆，
防止化妆品中的化学成分刺激皮肤，
诱发或加重皮肤损害。

保持皮肤清洁 可常用温水洗头
和冷水洗脸，增强肌肤抵抗力。

适当使用护肤品 可选用不添加
酒精、香精、色素以及防腐剂的护肤产

品，具有修复皮肤屏障功能的更佳。
但要注意护肤品的选择，尤其不能使
用含有激素成分的产品。

增强免疫力 要适当多喝温热
水，注意饮食，禁酒，不宜吃羊肉、狗肉
和海鲜虾蟹等发物，同时要保持心情
愉快，保证充足睡眠，进行适当的体育
活动，提高身体抵抗力。

对于治疗来说，过敏性皮肤病均可
以口服抗组胺药为主，严重者可短期、小
剂量口服糖皮质激素，也可内服中药疏
风解毒。对经常反复发作的皮炎，应选
择中西医结合治疗，防止或减少复发。

来源：红网
本文为红网原创文章，转载请附

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health.rednet.cn/

content/2020/03/19/6874986.html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
肤科主任何大伟表示，春季主要好发
以下几种皮肤病。

春季季节性皮炎 俗称“花粉
症”。春季百花盛开，接触花粉可以引
起皮肤过敏，皮疹多局限于颜面部和颈
部等暴露部位，表现为红斑和针尖大小
的斑丘疹，伴有瘙痒不适。严重者表现
为面部潮红、水肿，伴有剧痒，对护肤品
甚至清水接触亦会有刺痛感。此类过
敏性皮炎女性多容易发作，有的女性朋
友在春季反复发作，常外涂糖皮质激素
软膏，使用时间过长还会引起激素依赖
性皮炎，使其皮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日光性皮炎 患者常在日光照射
几小时内，在暴露部位如面颈部、手背
以及前臂出现红斑、丘疹和密集小水
疱，瘙痒明显。这是由于一些特殊体
质的人对紫外线过度敏感导致的，其
与日晒有明显关系，经常暴露在阳光
下的部位易出现皮疹，在防晒之后，病
情可以逐渐缓解，但严重的需要到医
院皮肤专科接受治疗。

荨麻疹 荨麻疹也是春季常易发
作的过敏性皮肤病。急性荨麻疹主要

表现为全身出现大小不等的红斑和风
团，瘙痒剧烈。严重的可引起喉头水
肿、腹痛腹泻，甚至休克。皮疹一般可
在数小时内消退不留痕迹，但易此起
彼伏、反复发作。

丘疹性荨麻疹 简称“丘麻”。丘
麻与荨麻疹不同，这是由于温度增高
后，各种昆虫开始活跃，部分皮肤容易
敏感的人被某些昆虫叮咬会在头面部
和四肢等暴露部位出现红斑、丘疹以
及水疱，伴有剧痒。其红斑呈纺锤形，
像是风团一样，但其皮疹数小时不会
消退，病程常在两周左右痊愈。

风疹 这是由病毒引起的皮肤
病，具有传染性。春季昼夜温差大，免
疫力差一点的小孩容易患风疹病毒感
染而出现皮疹。风疹发作前常有低
热、乏力、食欲不振等表现，数天后出
现周身泛发红斑疹和斑丘疹，轻度瘙
痒，多伴有耳后和颈部淋巴结肿大。
其症状轻、病程短，但仍然不可忽视。

随着春季温度增高，湿疹患者也
在增多，不仅有过敏性皮肤病和病毒
性皮肤病，而且真菌性皮肤病也在蠢
蠢欲动，比如手足癣和体癣、股癣。

那么春季主要好发哪些皮肤病？

那么如何有效预防春季皮肤病？

怎么成为新冠疫苗志愿者？
符合这些条件即可

肺是人体五脏里面唯一与体外大
气相通的器官，与身体表面的皮肤和肌
肉都有重要的联系。肺部有点变动，身
体就有多种反应。当肺气太强时，容易
口干舌燥，咽喉疼痛不适。若出现肺虚
问题，人的元气势必也受到牵连，各种
病症会找上门来。在这个季节，天气时
冷时热，气候干燥，很容易出现呼吸道
疾病，养肺到了最佳时机。

有人说养肺还不简单，多吃清肺
养肺的食物就可以了，比如猪血、银
耳、薏仁等。其实猪血只是一道普通
的食物，还没有找到能养肺的有力证
据，至于银耳和薏仁都是白色的食物，
人们对它的养肺功能，只是一种心理

上的感觉，加上用它们煮成的汤水，喝
下去本来就有缓解喉咙干燥的效果，
跟喝水是同样的效果，针对作用不强。

那到底吃什么才能达到养肺的效
果呢？还有几种食物，养肺效果大大
超越了猪血、银耳、薏米，常吃不会让
你失望的，来看看是哪几种。

蜂蜜

蜂蜜是天然的滋补食物，百花中
酿出的精华，有很好的滋阴养颜，润燥
通便、养肺护肺的效果。呼吸道有问
题很容易导致肠胃不适，而蜂蜜这两
者都可以兼顾养护，是非常不错的养
生食品。其中冬蜜、柑桔蜜、枇杷蜜、

枸杞蜜的效果更为出众。

葡萄

新鲜的葡萄皮薄水分足，酸甜可
口，营养价值极高，其中所含的有效物
质能够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并有力
的将代谢物及毒素排出体外，对有大
量毒素在肺部堆积的抽烟人群有很好
的清肺作用。晒干后的葡萄干效果更
强，经常吃能清理呼吸道，化痰清肺。

梨

梨子的润肺效果明显，还有去燥
通便的效果，经常用作治疗咳嗽的食
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环境下，经常

吃梨能改善呼吸系统和滋养肺部，不
让肺部遭受空气中烟尘的影响。还能
将抽烟后在人体内的多种致癌物质清
除干净，对肺部的作用非常大。

这3种润肺食物效果明显，针对
性强，大家不妨多吃。其实养肺不单
是要从吃上下功夫，还要配合其他方
面的养护才能更有成效，如合理饮食、
适量运动和常常大笑。要想肺好，除
了养肺还要做好伤肺的防范，防止伤
肺的行为，比如抽烟、炒菜不开油烟
机、所处的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有
毒气体、尼古丁等对肺的伤害很大，防
更大于养。

据搜狐

养肺的食物找到了

雪梨排第三，排在第一的或许很少人知道
有 要说画画

疫苗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对
安全性的要求也是第一位的，新冠
肺炎的疫苗研制速度比较快，如何
确保疫苗临床试验的安全性？

“疫苗进入临床试验要过三道
关。”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在3
月17日参加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军志提到。

王军志说，目前，我国正按照5
种技术路线开展新冠疫苗的紧急研
制，各类疫苗在临床前研究的过程、
技术特点和要求都有所不同。疫苗
进入临床试验必须完成药学方面研
究、有效性研究和安全性研究。

首先，是药学方面研究。主要
包括菌毒种和细胞库建立、工艺研
究和质量标准研究等。主要建立稳
定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标准，以
保证制备出合格的疫苗样品。

第二，是有效性研究。获得疫
苗样品后，采用感染动物模型（比如
新冠病毒的猴感染模型和鼠感染模
型）来评价疫苗免疫原性和保护效
果，这个结果可用来推算临床研究
的剂量和程序。

第三，是疫苗安全性评价。针
对新发传染病至少要进行动物单次
给药（急性）毒性和重复性给药（长
期毒性）评价。

总的来说，首先要生产出合格
疫苗样品，在动物实验中证明安全
有效性后，才能进入临床试验。国
家对于疫苗研发的每个环节，都有
相应的技术法规可以遵循，这些法
规和技术要求和WHO等国际上的
标准是相一致的。 据搜狐

小米参加的试验，是重组新型冠
状病毒（2019-COV）疫苗（腺病毒载
体）Ⅰ期临床试验。

3月21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记者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查询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2019-COV）疫

苗（腺病毒载体）I
期临床试验”注册
文件，该实验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军
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研究员陈薇
领衔的科研团队共
同参与。

根据注册文件
内容得知，选取年
龄在18至 60周岁
之间的受试者，经
过筛选和体检后，
符合要求的志愿者
可以接种疫苗，此

后的14天，为集中隔离观察期。志愿
者会被分为低剂量组、中剂量组和高
剂量组三组，每组36人。这些受试者
能完成6个月的研究随访。

该项试验的目的，就是测试和评
价18至60周岁健康成人接种重组新

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的安
全性和耐受性。

如何成为此次新冠肺炎疫苗志
愿者？根据“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腺病毒载体）临床研究招募启事”，
记者得知，如果对招募志愿者感兴
趣，可登录“新冠疫苗临床研究预约
登记和健康主动申报系统”，进行预
约登记。

怎样才符合招募要求呢？年
龄范围在18至 60周岁之间的健康
成人。无新冠肺炎病史或感染
史。无发热或新冠肺炎影像学特
征。无疫苗接种过敏史。无传染
性疾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遵守研究方案要求，承诺坚持完成
6 个月的研究随访。武汉市武昌
区、洪山区、东湖风景区的常住居
民优先。选择符合条件的志愿者
做进一步检测；检测合格者经遴
选，可入选本研究。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做了一件自己觉得想做的事。”3月21日，小米（化名）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小米是新冠疫苗一期临床试验志愿者之一。和小米一样成为志愿者的，还有医生、媒体、大学生等群体，他们

都是通过报名筛选，成为首批新冠疫苗志愿者，时刻配合着医生测试和评价接种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
体）的安全性和耐受性。

他们是谁？医生、军人、大学生…… 安全性怎样？
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要过三道关

如何报名？符合这些条件即可成为志愿者

新冠肺炎疫苗志愿者“小米”微博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重组新型冠状病毒（2019-
COV）疫苗（腺病毒载体）I期临床试验”注册文件截图

近日，在返常人员较多的河海街
道汇丰二村、三村社区中，北极星口腔
医院的志愿者与汇丰社区工作者在一
起为居民服务，扫“健康码”、查“健康
码”，测体温，便民问询，无数遍地做着
同样的事。

去年，新北区的汇丰社区党总支与
北极星口腔医院党支部签订了党建联
盟协议，在今年抗疫情的阻击战中，北
极星口腔医院主动慰问抗疫情的社区
卡岗。随着复工复产潮的到来，处于一
线的汇丰社区面临着新的考验和压力，

北极星口腔医院党支部主动联系，再次
为居民出行安全、便民提供志愿服务。

北极星口腔医院的志愿者黄小国，
把自己充当志愿者的照片发给了远在
日本留学攻读硕士的儿子时，儿子发了
一张樱花盛开的照片给他，告诉他：“你
好、我好、妈好，愿大家一切安好！”

复工复产、志愿担当，北极星口腔
医院志愿者团队，在为人民牙健康提
供优良的服务中不忘初心，不负韶华
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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