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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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口腔医院（市中医医院钟楼院区）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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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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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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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德安医院 地址：丽华北路157号 电话：0519-68016199

第904医院常州医疗区 地址：和平北路55号 电话：0519-83064102
武进人民医院 本部：永宁北路2号 电话：0519-85579150
（常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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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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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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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88120611

九洲店：钟楼区兰陵九洲新世界四楼 电话：0519-8812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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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氏正骨堂”是一家专注解决颈
肩腰腿疼，骨关节复位的全国连锁店，
专挑反复发作的、重症无望的、不必要
开刀的骨病患者，不吃药、不打针，用的
都是求本、剜根的猛药，老肖家的秘制
热灸能使药物快速直达病灶，透皮、透
肉、透骨。达到消除无菌性炎症，营养
神经根，把骨关节和体内沉积的风、寒、
湿、邪等痹毒全部排出体外。

药物配合肖氏松筋正骨复位手
法，解除压迫，畅通气血，让受损的筋
络、韧带、肌肉等恢复正常，全面解决
颈腰椎、肩周炎、膝关节等问题引起的
冷、痛、麻木、酸胀、头晕等问题，让患
者不再痛苦。

地址：天宁区晋陵南路88号（浦南
菜场北，红绿灯向北50米陈娟火锅隔壁）

咨询热线：89996106

颈肩腰腿疼，就去“肖氏正骨堂”
肖氏老方+祖传古法正骨，来一个好一个！

来源：人民网

前不久，有新闻报道显示，来自浙
江杭州的王女士食用了泡发2天的黑
木耳，不久就出现腹痛、腹泻、高烧、低
血压、四肢湿冷以及皮肤巩膜黄染等
情况。在医院检查后发现，王女士多
器官受损、肝肾功能恶化，需要进行肾
脏透析治疗，而且随即出现了休克症
状。幸亏紧急转至ICU，经过对症抢救
后，脱离生命危险。

天气越来越热，吃爽口凉拌菜黑
木耳的人也越来越多，这里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尤其不能吃隔夜的黑木
耳，此前类似的中毒事件也频频发
生。黑木耳本身无毒，但木耳可能会
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
菌酸。之前黑龙江导致9人死亡的酸
汤子中毒事件，元凶就是它。

椰毒假单胞菌是存在于土壤里
的一种细菌，黑木耳在种植、运输的
过程中，如果保存、加工不当，有可能
受到细菌的污染。椰毒假单胞菌最

适宜的产毒温度为26℃左右，天热的
时候，如果将黑木耳长期浸泡在湿润
的环境中，细菌会大量繁殖、产毒；而
米酵菌酸具有耐高温、难溶于水的特
性，高温烹饪也无法破坏其毒性，所
以，不仅是吃凉拌黑木耳，即使是经
过炒制的黑木耳，如果已经存在毒
素，仍会发生中毒。

由于目前并无特效解药，中毒后
轻则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等症
状，重者可致黄疸、肝肿大、意识不
清、休克甚至死亡等危重后果。所
以，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浸泡木
耳前，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洗干
净，泡发的时间控制在 3小时之内。
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
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此期间
可换2-3次水，保持浸泡水的清澈。
每次保证吃多少、泡多少，浸泡银耳
也是同理。

来源：《北京青年报》

这种食物隔夜后会吃出人命

女子食用过度泡发的
木耳后进ICU

近年来“猝死”这个词频频进入公
众视野，尤其令人痛心的是，猝死者中
不乏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为什么看似
健康的人会猝死？猝死容易找上哪些
人？怎样才能预防悲剧发生？近日，
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积水潭医院
急诊科主任医师赵斌教授，为您讲解
如何面对“猝死”这一隐形杀手。

医学上对“猝死”是如何定义的？
哪些原因可能引发猝死？

赵斌：医学对猝死的定义很明确：
平素身体健康或貌似健康的患者，在
出乎意料的短时间内，因自然疾病而
突然死亡。

这个定义强调了3点：平素健康
的人、短时间内、自然疾病。什么是平

素健康？也就是猝死前，没有发现患
者存在致命的疾病和症状，甚至被认
为是一名健康者。什么是短时间？在
猝死的时间上，可以按分钟算，也可以
按小时算，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在猝
死的原因中，心源性原因导致的猝死
常常在1小时内，非心源性猝死可以
在24小时以内。什么是自然疾病？
导致患者猝死的疾病只与身体内部因
素有关，不涉及溺水、触电、自缢、中毒
等这些有明确的外部因素参与的。心
源性猝死发生前，患者可出现胸痛、胸
闷、眩晕、呼吸困难、心律失常等症状，
随后心脏骤停，血压、脉搏与心音消
失，意识丧失，瞳孔放大。

猝死常见的原因有心脏问题、呼吸
问题和脑血管问题，而心脏发生的问题
最为常见，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也最
快。因此，猝死可分为心源性猝死和非
心源性猝死。对于儿童发生的猝死，呼
吸道窒息的可能性比较大；先天脑血管
畸形破裂也可能导致猝死发生。

一般来说，心源性猝死的黄金抢
救时间只有4—6分钟，如果能在黄金
抢救时间里得到有效急救，就有机会
避免死亡；若未经正确急救，错失救治
时机，患者可能很快就会死亡。

发生猝死之前，身体可能会出现

哪些异常？患者应该如何进行求助？
赵斌：猝死是难以预测的，确实防

不胜防，如一些先天血管的畸形，如果
不做检查很难发现。这样的患者，一
旦血管破裂，得不到及时诊治就会出
现猝死。

心源性猝死是猝死发生的主要原
因。在心源性猝死中，冠心病最为常
见，冠心病发病时患者常常会有胸痛，
如果出现心衰时会有呼吸困难。有些
患者猝死前并没有明显的异常情况发
生，还有患者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如
胃疼、背疼、牙痛、心悸、胸闷、头痛、眩
晕、呕吐等，但这些都不能成为猝死前
确切的症状。

为了小心谨慎，当出现以上症状
时，尤其是代谢综合征患者或有冠心病
家族史的高危人群，还是千万别掉以轻
心，一定要及时呼叫身边的人或拨打
120马上就医，及时排除心脏问题。

猝死有哪些诱因？普通人如何进
行预防？

赵斌：猝死特别是心源性猝死可
能的诱因是：过度劳累、熬夜、暴饮暴
食、大量抽烟、饮酒、情绪大起大落、睡
眠过少等。生活不规律，饮食不健康，
极度缺乏睡眠，情绪不能调节，平素没
有健康体检，终日不运动，小病放任不

管，这些都可能使人的心脑血管功能
受到损伤，在应激的情况下，就有可能
会出现猝死。

普通人预防猝死的措施很明确，
就是把上述这些坏习惯改掉，在饮食、
睡眠、情绪管理、运动、定期查体等方
面养成良好的习惯。即使不能完全避
免猝死，也可以减少猝死的概率。

近年来年轻人发生猝死的风险提
高了吗？对年轻人有哪些建议？

赵斌：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心脑血管疾病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
势。近年来，在我工作的急诊抢救室，
经常会见到年轻人得了不该得的病，
如心肌梗塞、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急性
脑血管病、重症胰腺炎等，这些都与猝
死有关。有些患者脱离了生命危险，
也有些患者错过了抢救时机，失去了
生命。

我们都知道，年轻人身体有很好
的代偿能力，也有很好的自愈能力，但
身体终究不是机器，如果不尊重它爱
护它，它就会给你颜色看。健康是一
切的基础，如果没了健康，年轻、事业、
金钱都是无本之木。在此，奉劝年轻
人，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先保全
自己的健康。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注意这些信号

为何看似健康的人会猝死？

灵芝在传统中医领域的应用已有
千年，是中药九大仙草之一，具有极佳
的扶正固本、免疫强化、保肝、促睡眠
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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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等方面，效用高于灵芝子实体，成为
中药“扶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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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0元！活动期间另有文山三七
买1斤送1斤，西洋参198元/斤起，铁
皮石斛450元/斤起。10年老店值得
信赖！

活动时间：2022年4月19日至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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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壁灵芝孢子粉直销特惠
吃一年仅需1380元！

近日，“专利偏方，40分钟叫停颈
肩腰腿痛”一文刷爆朋友圈。腰突专
利研发人王立财说:“我17岁专注于中
医，妙手偶得颈腰椎外敷方。不论症
状轻重，外敷一次超乎想象，目前已获
国家专利2008103020868。本人以行
医40余年信誉担保，绝不欺骗百姓。
敬请康复者代我宣传，谢谢！”

据悉,王立财1955年生于吉林通
化，专注中医创新40余年。擅长腰椎
间盘突出，胃肠病 (另有鸡内金食疗
方)、风湿骨病、心脑顽疾，已获近10项
国家专利，成为用“煎药锅”叫板手术
刀的民间名医。他开方下药与众不
同，独家使用水蛭、土虫等血肉之品，

行破血之法研发出外敷中药包。患者
只需睡觉时外敷12小时(重症者加长2
小时)，达到满意效果。很多反复发作
尝试各种方法无效者，使用专利中药
包一到三个月后，开车、跑步、爬山均
不耽误。王立财因此入选《世界名人
辞海》，被誉为中医奇人。王立财创办
的聚安堂腰突康复中心常州店寻重症
者参与康复体验，咨询电话：89961155

王立财提示:凡身体寒凉怕冷、瘀痹
不通者，可在使用我外敷方显效后，配合
祛风除湿泡酒方，拔除寒凉控制复发。

地址：兰陵桥北50米（兰园对面）
世纪明珠园3号商铺聚安堂腰突康复
中心

老腰突有救了

13年腰突治疗专利落户常州

常州隽新鼎武中医医院最近引进
中医专家顾正荣为首的团队开设创面修
复科，中医药外治法治疗疑难病症糖尿
病足、褥疮、老烂腿、手术切口感染及各
种外伤引起经久不愈的皮肤溃烂。

中医药外治法使用“祛腐生肌愈疡
膏”中药软膏，可让更多的糖足患者免除
截肢痛苦，对老烂腿、褥疮及各种慢性感
染性创面的治疗取得了突破性的疗效。

中医外治中药软膏换药治疗具有
以下几大优势：

1、活血化瘀、改善循环、消肿止
痛；2、抑菌杀菌抗感染，使创面感染得

到有效控制；3、中药换药渗透吸收，软
化液化坏死组织；4、祛腐生新，可逐步
达到肌平皮长；5、通过以上中药软膏
外治优势，敷药后疗效是肯定的，减轻
了患者痛苦，深受广大患者家属好评，
是当今治疗糖尿病足、老烂腿、褥疮的
绿色疗法理想选择。

糖足术后手术口不愈合中药软膏
外治换药治愈前后比较图示（见右图）。

值此今年第35个世界无烟日和
“五一国际劳动节”“红五月”之际，该
院决定开展公益戒烟献爱心活动：

1、报名时间：即日起至4月30日；

2、报名地点：江苏常州市天宁区
博爱路72号常州隽新鼎武中医医院
戒烟门诊；

3、报名对象：①在校大学生；②现
役军人；③慢阻肺患者；④糖尿病伴有
并发症者、糖足患者；

4、报名条件：①凭学生证、军人
证、医院疾病诊断书；②苏康码、行程
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5、报名要求：①凡参与戒烟人员
每周至少来门诊复诊一次；②签订戒
烟协议书；

6、活动截止：2022年5月30日。

中医外治法

可让更多的糖足患者免除截肢痛苦

治疗前 治愈后

无症状感染者为何要集中隔离？
他们需要治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