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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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湖院区
地址：滆湖中路68号
电话：0519-81099988
常州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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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人民）医院
地址：新北区红河路68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一院钟楼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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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69808033
常州市口腔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钟楼院区）
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地址：延陵东路288号
电话：0519-69800506
武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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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区人民西路6号
电话：0519-86582737
联勤保障部队
第904医院常州医疗区
地址：和平北路55号
总机：83064888
北极星口腔医院连锁
钟楼院区
地址：劳动西路201号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大楼）
新北院区
地址：通江中路268号（道生中心旁）
武进院区
地址：花园街新城南都158号
天宁院区
地址：飞龙东路429号（永宁欧尚旁）
兰陵院区
地址：兰陵北路518号（原福海饭店）
总机电话：81899999
常州易可中医门诊部
电话：85522735
地址：晋陵中路576号奥韵家园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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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激光医院
地址：常州市清潭路270号
电话：0519-88665959

便民信息

人上了年纪，早晚都会出现
关节不灵活，上下楼关节疼痛，不
敢使劲，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
不动步，严重者关节积水肿胀甚
至变形，尽管是常见病，但一旦患
上，却发现很难根除。

云南很多人都知道从北京退
休的侯教授，专攻骨病。他依据

“人间有种病，地上就有一种草”
的中医理念，对云南民间流传千
年之久的骨科验方进行了大量研
究，终有良方“仙草蓇痛贴”问世，

患者只需在每晚睡觉时贴敷一
次，经络就能迅速打通，疼痛当晚
就能缓解，一般一周炎症消除，一
月左右软骨修复，滑膜组织恢复
正常，关节爽利，上下楼、逛公园、
做家务，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根
本不用住院做手术，一样能健康
快乐地生活。

一位激动不已的老人打进热
线说，他饱受膝关节病折磨十年
之久，上下楼关节疼痛、久坐站起
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拍片诊断

为膝关节退行性变、滑膜炎、骨质
增生、半月板损伤、关节间隙狭
窄，最近听说“仙草蓇痛贴”问世，
没多想就买了10盒，贴后当天就
有好转，一个多月，就好得利利索
索……

年终优惠：买7盒送3盒，13
盒送7盒，23盒送17盒

经销地址：常州百信大药房
（怀德北路37-1号）

咨询热线：0519-85316736
市内免费送货邮寄

退变、骨刺、积水

膝关节病用一个，好一个

灵芝制剂的质量好坏原料是关键

灵芝制剂的质量好坏，关键在
于原料是否纯正无污染；而灵芝产
品的高效与否，则取决于灵芝厂商
的研发技术力量是否先进雄厚。
灵芝孢子的破壁技术更是选择灵
芝孢子粉产品的重要指标，而常温
恒温纯物理破壁技术，是世界上先
进的孢子破壁技术，能够高效击破
孢子外壁，且无金属杂质残留。

生产工厂是产品品质的保证

灵芝制剂不同于普通保健
品，有能力将灵芝的有效成分萃
取出来，是制造优质灵芝产品的

基本因素。产品品质是企业发展
的生命线，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灵
芝产品以次充好，严重影响了灵
芝保健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培植基地符合国内行业标准

药典记载灵芝药用价值更
高，富含有效成分更高的是赤灵
芝菌种。灵芝具有吸附重金属
的特性，所以一定要选择海拔
1000 米以上、无污染区、符合
GAP标准的灵芝培育基地培育
出的灵芝。

肿瘤患者帮扶计划正式实施

为了关爱常州市民健康，中

国中药协会中药新技术专业委
员会特举办“帮扶肿瘤患者——
灵芝孢子粉免费体验”活动。据
悉，凡常州市两年内确诊的或正
在治疗期的肿瘤病友均可免费
申领价值1440元的破壁灵芝孢
子粉（100 粒装）3瓶。需要提醒
的是：每位肿瘤病友终身限领一
次，每人仅限3瓶，不重复赠送，
领取时请携带个人有效病历资
料及身份证明（不收取任何费
用）。

申领时间：即日起一周内
申领热线：88173855
申领地址：局前街50号（请提

前电话预约）

常州地区肿瘤患者，免费领千元破壁灵芝孢子粉

天气转冷，高血压、糖尿病、高
血脂等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季
节。这是由于进入中老年以后，人
体气血生成机能下降、天气寒冷导
致阴阳失调引起的。众所周知，中
医就是四个字：气血阴阳。气血不
足阴阳失调是引发心脑血管病进入
高发季节的根本原因，一般表现为
如下症状：气虚（气短心悸、倦怠乏
力、动则气促）、血虚（头昏眼花、失眠

多梦、面黄色斑、易脱发、月经不调）、
脾虚（盆血、身材走形、手脚冰凉、肠
胃不好、便秘或便溏）、肺虚（虚喘咳
嗽、反复呼吸系统感染、易感冒）。

这里介绍一个老中医屡试不
爽的小妙方，俗称四宝粉，简单有
效：用西洋参、三七、丹参、石斛按
1：1比例混合打粉，每次服用3到
5克，三个月，气血不足可以得到
有效调理。由于这个方子能够恢

复人体自身的气血生成机能，适
合中老年朋友长期服用！

为方便我市市民调配四宝
粉，益生良行精选原产地道地药
材，免费为我市市民加工调配。

现场抓取调配，现场加工省
钱又放心。

地址：兰陵桥北50米世纪明
珠园7号商铺益生良行

电话：88997355

高血压、糖尿病、脑中风、脑血栓、心肌梗塞、脑中风后遗症、脑血管硬化

远离心脑血管病，今冬流行小妙方

本报讯 日前，我市高铁工
作人员发现一位旅客进站时步
态异常，上前询问并阻止他上
车，劝其到医院就诊确认无事后
再回家。没想到，正是这一劝阻
救了旅客一命。原来，这位旅客
当时已经出现了右侧丘脑出血，
如果长途奔波很可能在半路上
出现危及生命的状况。目前，黄
某在市四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
室内接受治疗。

1月5日早晨，外地来常务工

的黄某发现自己左侧
肢体没有力气，同时感
觉头晕不适，想着马上
就要过年了，手头暂时
也没有什么活，就收拾
一下行李准备回老家
再治疗。当他进入常
州高铁站时，工作人员
发现其步态不稳，面色
也有点异常，就上前询

问，得知黄某身体不舒服，就劝他
不要上车先去医院做个检查。黄
某无奈退了车票来到市四院就
诊，经过检查发现其右侧丘脑出
血，如不立刻住院治疗，就会有生
命危险。

“幸好他没上车，万一在车上
病情加重，后果不堪想象。”市四
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葛永兴解
释说，“丘脑出血是指丘脑脑实质
出血所导致的疾病，一般患者会
出现肢体瘫痪、肢体感觉障碍、偏

盲等表现。早期发现并通过及时
治疗的话，预后尚可，如果未经及
时治疗不死也会遗留肢体后遗
症，严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

据了解，黄某在8年前就发现
自己有高血压，但没有按医嘱坚
持服药，而是跟着感觉走，如果哪
天觉得头晕不适了，就服用降压
药，平时也不注意监测血压变化，
冬季原本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季节，再加上他服药依从性不好，
更容易出现脑出血等意外了。

葛永兴提醒市民，如果既往
有高血压的患者，突然感到全身
无力、剧烈头痛、视力变化、身体
发麻、嘴巴歪曲、吞咽困难、行动
不方便，以及一直流口水，言语含
糊、不认人、睡眠颠倒时一定要及
时就医，如果出现昏迷、大小便失
禁、瞳孔不等大等情况，周围人应
及时求救120。

（杜蘅 陈姝 汤怡晨）

本报讯 近日，常州市妇
幼保健院妇科团队成功为一
名44岁患者摘除了6个巨大
子宫肌瘤，其中最大肌瘤直
径达15厘米，堪比一只柚子
大小。

患者尹女士生过孩子后
一直未进行妇科体检。最近
几年来，她总觉得腹部腰围渐
渐增大。等这次到妇保院就
医时，尹女士的腹部大小形状
相当于一名怀孕6个月大的孕
妇。马文琴副主任医师介绍
说，这是她工作十多年看到最
大的子宫肌瘤。由于肌瘤巨
大，手术难度增加很多，肌瘤
血管丰富，手术出血量较一般
的子宫肌瘤手术也多一些。
术后肌瘤病理切片提示肌瘤
细胞已经有变性，还好患者现
在来手术了，切除了子宫，如
果再晚一点，很有可能会癌
变。马文琴表示，一般子宫肌
瘤直径达到5公分以上或者有
明显的症状，他们就会建议手
术，就是怕肌瘤变性，耽误了
治疗时机。

据了解，子宫肌瘤发病

年龄横跨青年到老年，是起
源于子宫肌层的良性平滑肌
肿瘤，多数子宫肌瘤不会导
致明显症状，也有部分患者
存在月经量增多、月经期延
长、尿频、便秘、腰部酸胀感
等症状。子宫肌瘤的发生通
常与年龄、激素、肥胖、焦虑
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般来说，无症状的肌
瘤不需要治疗，特别是近绝
经期妇女，因为绝经后肌瘤
大多可以萎缩和消失。对于
其他女性的无症状肌瘤而
言，建议每6个月至1年随访
一次，如果出现月经量增多
及经期延长、下腹包块、白带
增多、压迫症状等，要积极寻
求专科帮助与治疗。对于备
孕期女性，则一定要在怀孕
前进行B超检查子宫，以防
发生较大子宫肌瘤。

马文琴医生建议广大女
性每年进行一次妇科检查，若
发现较大子宫肌瘤，则需要引
起重视，定期复查，以便及时
掌握肌瘤生长趋势。

（妇幼宣 汤怡晨）

身体有恙欲回老家

高铁工作人员阻拦反救其命
肚子肿胀
竟是巨大子宫肌瘤在作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