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肿瘤已成为全球高发病率和
高病死率疾病之一,严重影响着
肿瘤病人的生活。所以，有效控
制局部病灶的同时，改善患者身
体上的感受，让他们“痛苦少一
点，舒服多一点”，提高他们的生
活质量成为了肿瘤临床治疗的关
键所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
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教授在自
己的著作《西学中，创中国新医
学》中讲到，“自己的老伴、著名中
西医结合内科学李其松教授 80
多岁高龄母亲患肺炎住院病危，
她不忍母亲遭受切开气管痛苦，
考虑再三，决定出院。出院后，她
根据‘肺与大肠相表里’，开了中
药，将‘肺’中多余的水分通过大
便排出，她的母亲 3 天就能下床，
7天治愈，还能打麻将。”这给汤教
授本人，一位西医医生留下了中
医能治病的好印象，并对中医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常州九悦医院中医科刘峰中

医师，中华医学会中医药分会会
员，东北名医刘嘉庆关门弟子，从
事中医肿瘤临床工作二十多年，
擅长各种肿瘤的中医辨证施治，
依据每个患者的发病阶段以及临
床表现、病情的需要，精确组方用
药，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使许多患
者减少了病痛，延长了生命，提高
了生活质量。

刘医生介绍说，中医治肿瘤，
不只单纯着眼于局部癌灶的处
理，而是考虑整体调治，尤其在中
西医联合治疗中，中医中药能起
到减毒增效的作用，比如化疗，不
少患者会出现呕吐、腹泻、脱发等
不良反应，这时候通过中医中药
的调理，很多患者的不适能得到
改善。

另外，过去在手术之后、放化
疗结束后，不少患者感觉“无事可
做”了。但其实，这个时候中医还
大有可为。“通过调理，可以巩固
之前的治疗成果，还可以调节人
体的内环境，提高免疫功能，减少

或延缓肿瘤的复发。可以说，中
医中药在肿瘤治疗的不同阶段有
不同的作用。”刘医生表示。

正如汤钊猷教授所说，“中医
也好、西医也好，最终追求两大目
标，一是生存率，二是生活质量。”
在肿瘤的治疗中，中医药成为不
可或缺的治疗方法之一，正确使
用中医药，可以让患者的临床获
益最大化。

健康热线：0519-85191111
医院地址：常州市新北区珠江

路1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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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病救星”邦尔利精研祖方创造了
“邦氏五联复聪法”。经他手康复的耳鸣、
耳聋患者不计其数，为了让更多的耳鸣、
耳聋患者早日康复，邦氏家族决定将“邦
氏五联复聪法”全面进行推广，成立邦氏
邦尔通中医馆。

邦尔通中医馆 用五联疗法“治耳病”
邦氏五联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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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的耳聋耳
鸣有多严重，邦氏五联复聪法越重效果越
明显，治耳 10 年不如耳朵喝药 1 次，清耳
毒1次至少管10年！

健康中国行 康复耳病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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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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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塘邦尔通耳康馆地址：湖塘广电西路326号（五星电器北门正对面）
溧阳邦尔通耳康馆地址：南大街26号，五亭园斜对面（东海证券，老熟肉店旁）

电话：0519-85577798
电话：0519-81232985
电话：0519-87881559

耳聋耳鸣免费检测、免费治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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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 4 月 2 日定为“世界
自闭症关注日”，今年的活动主
题是“辅助技术，主动参与”。联
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强调：“我们致力于促进所有孤
独症患者的充分参与，并确保他
们有必要的支持，以便能够行使
他们的权利和基本自由。”

什么是自闭症？孤独症谱系
障碍，也称自闭症，患病率约为
1%，主要特征是社会交往障碍

（不合群、不会主动交朋友和小伙
伴们一起玩）、交流障碍（包括言
语交流障碍和非言语交流障碍）、
兴趣狭窄（如对某些玩具和活动
特别着迷）和刻板重复的行为方
式（反复无目的性跑来跑去，开关
抽屉、排列物品），在社会交往方
面存在质的缺陷，他们不同程度
缺乏与人交往的兴趣，也缺乏正
常的交往方式和技巧。

哪些征兆提示自闭症？自闭
症发病于 3 岁之前，可能早期发
育基本正常，在 2 岁后出现交往
能力、语言的倒退。如果观察孩
子存在以下情况，家长请及时带
孩子就诊进行早期评估诊断：

1、4 月不会看着照顾者的脸
微笑；2、6 月没有明显的快乐情
绪；3、12 月听力没问题但喊其名
字不理睬；4、16 月不会讲单字；
5、18 月不会指点东西，不会跟随
别人的指点去注视或行动，不会

玩 假 扮 游 戏（如 躲 猫 猫 ，过 家
家）；5、任何年龄出现语言倒退

（本来会说话，现在话语减少，甚
至完全不会说话）。

得了自闭症怎么办？自闭症
是一种神经发育性疾病，也就是
说，这种疾病可能会陪伴孩子一
生。因此，很多自闭症家长都不
愿意接受这一个事实，因此错过
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现在有大量
研究证明，早期规范的行为干预
可以明显减少自闭症的异常行
为，减少孩子的焦虑、抑郁情绪。

自闭症的治疗原则有哪些？
1、越早越好；2、早期强调 1:1 师
生比例；3、高强度训练，每周在
25-40 小时；4、基本训练时间是
两年以上；5、要用科学证明的方
法进行系统训练；6、社交、认知、
行为、情绪为重点；7、根据评估制
定个体化训练计划；8、家庭训练
非常重要。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会
说话的”而且智力正常的高功能
自闭症，绝大多数的他们在普通
学校上学，由于他们在社会交往、
沟通、适应性方面存在障碍，不会
交朋友，沟通能力差，特殊的爱
好，需要老师和同学们的理解和
支持。在未被诊断前，被大家称
为怪人，不被接受，被认为难相
处。在诊断之后，周围人才认识
到原来不是故意而为之，是一种

疾病，有利于大家根据规律来更
好地认识接纳儿童。

近年，提倡孤独症儿童融合
教育，今年我市在融合教育方面
也取得了较大进展，提出了残疾
少儿教育改革，开始进入普通中
小学随班就读，但融合教育绝对
不是将完全不能适应普通学校要
求的孩子塞入普通学校，就像让
还没有牙齿的孩子去啃骨头。融
合的意义在于当孩子准备好了的
时候，为他提供学习知识接触社
会的舞台。普通学校相较特殊学
校是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但孩子
们也必须具备更多的能力去适应
普通学校。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脑科学
研究中心的职
责就是帮助孩
子提升能力，
并选择适合他
们 能 力 的 平
台，争取发挥
每个人最大的
潜力。让我们
一起携手，用
爱心点亮自闭
症 儿 童 的 心
灯，用行动来
带动全社会对
自闭症儿童的
关注。
任艳玲 王苏弘

“辅助技术，主动参与”，关注自闭症儿童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
有些中老年人走路左摇右摆，上
下楼关节疼痛不敢使劲，早晨起
床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下蹲困
难，关节活动不利，严重者关节
还会出现肿胀、积水甚至变形，
不得不拄拐杖、坐轮椅。X 线检
查，结果常常显示：关节退变，关
节间隙狭窄、骨质增生、滑膜炎

或半月板等等。
仙草骨痛贴TM远红外关节贴，

针对此类问题研制而成，通过局部
贴敷，体表施治，改善局部微循环，
辅助治疗关节退变引起的疼痛。

清明节 3-5 日买 6 盒送 2 盒，
10盒送4盒，20盒送12盒

经销地址:火车站明仁堂药
店（新丰桥向南100米）

咨询热线:0519-85316736
厂家提示：请去指定药店购

买，谨防假冒；病史较长、病情较
重的患者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
更有利于康复。

禁忌内容或注意事项详见说
明书。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
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中医治肿瘤，是为减轻患者痛苦
——访常州九悦医院中医科刘峰

本报讯 日前，五星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举行了为
期一周的体质测试，并就体测
情况向测试者提供有针对性
的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进一步
做好体医结合试点——慢病
运动干预项目工作。

此次的体质测试中，测试
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
握力、纵跳、选择反应时、闭眼
单脚站立、台阶试验、坐位体前
屈、俯卧撑（男）、1分钟仰卧起
坐（女）等多项内容；另外还使
用心肺测试功率自行车对测试
者进行了心肺功能能力、最大
摄氧量等数值进行了测评。

后续，五星的专业运动处
方师将根据测试者的《人体体
质与健康评估报告》及心肺测
试功率自行车所测结果，向测
试者提供《综合锻炼指导报
告》，制定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健

身计划，开具“个性运动处方”，
用以改善和提高测试者心脏功
能能力及体适能水平，引领大
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据悉，该项目由市体育局
和钟楼区卫生健康局组织，是
常州市创建运动健康城市的
体育惠民举措之一，第一批优
选常州市体育医疗科研所（常
州市体育医院）、五星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永红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实施，
对 20-69 岁患有 2 型糖尿病、
血脂异常、超重/肥胖等慢病
人群进行为期 12 周的免费慢
性病运动康复干预。免费为
目标管理人群提供体检检测、
身体素质评价、健康评估、慢
病防治及运动处方方案指导、
运动监测等，免费服务项目价
值达5000元。

（张春梅 赵霅煜）

体医结合试点，
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

本店特惠直供 16 头~60
头的优质文山三七，货源充
足，欢迎各界新老客户上门咨
询选购。

现特价推出：60 头三七：
150 元/斤，25 头三七：300 元/

斤，先来先得，欲购从速。
购买热线：
400-851-8809
13961228809
地址：怀德中路 69 号（怀

德苑小区北门东侧）

庆仁堂参茸行 特惠直供

九悦九悦 医谈

莫让“关节疼痛”影响了幸福生活

常州市儿科专科联盟成立
本报讯 3月28日，常州市

儿科专科联盟成立大会在市儿
童医院举行。来自上海、南京、
常州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医政
负责人、儿科专家、医务人员共
计200余人出席大会。

近年来，随着医改的稳步
推进，我市儿科医疗服务体系
逐步完善，整体发展态势良
好，儿童救治能力不断提高。
据统计，全市现有儿科专业医
师 503 名，儿童专科病床 1140
张，51 个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儿
科诊疗服务；2018年全市儿科
门急诊患者超过 250 万人次，
占全市总诊疗人次的 7.8%；出
院患儿 52753 人次，同比增长
4.9%。

成立由儿童医院为牵头
单位的常州市儿科专科联盟，
旨在通过专科协作，提升我市
儿科医疗服务体系整体效能，
提高基层儿科服务能力，使得

患儿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较好
的医疗救治。

据介绍，常州市儿科专科
联盟启动后，牵头单位将发挥
专业引领作用，各成员单位之
间将加强资源整合，开展学术
交流、科研协作、人才培养，提
升区域内儿科整体服务能力
和质量，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加快建成立体化、多层次
儿科疾病防治网络体系，促进
全市儿科诊疗水平提高，更好
造福常州儿童。

在当天举行的医院管理
高峰论坛上，围绕行业文化、
教学科研和医院人文建设，市
卫健委党委副书记何小茜、南
京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张爱华
和上海市儿童医院社工部主
任钮骏分别作了专题报告，内
容严谨详实，课件精彩生动，
使参会人员获益匪浅。

（钱群华 赵霅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