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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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一斤送一斤 文山三七
“五一”直销会今天开始啦

急救中心是院前医疗急救的重要
载体，更好地履行救援指挥调度等职
能至关重要，条例对此作了哪些规定？

陈志红：为了建立健全运行规范
高效的院前医疗急救体系，条例对急
救中心的设置和职能等作了具体规
定。明确设置省急救中心，履行全省
院前医疗急救业务指导、质量控制、能
力培训、信息平台管理和重大突发事
件指挥调度等职责；设区的市、县（市）
独立设置急救中心，履行院前医疗急
救指挥调度、培训和考核、信息系统建
设、应急物资储备等职责。县（市）未
独立设置急救中心的，由设区的市急
救中心履行院前医疗急救相应职责。

要求急救中心遵守医疗卫生管理
法律、法规，按照相关规定制定相应的
规章制度。明确急救中心设置与院前
医疗急救需求相适应的呼叫线路，实
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接听、接
收呼叫电话和文字信息，并做好相关
资料的保存。要求收到完整呼叫信息
后一分钟内向急救站（点）的待命救护
车发出调度指令，并根据实际情况，对
患者或者现场其他人员给予必要的远
程急救指导。此外，为了解决实践中
急救中心有时无法确定急救呼叫人员
位置信息的难题，保障急救工作的顺
利开展，条例还规定通信运营企业应
当保障“120”通讯网络畅通，并提供急

救呼叫人员位置信息等服务。

为了保障救护车更好履行急救任
务，条例对其配备、管理和权利等方面
作了哪些规定？

陈志红：条例专门对救护车的属
性作了界定，明确救护车是指符合卫
生行业标准、用于院前医疗急救的特
种业务车辆，不属于一般公务用车范
围。在配备方面，规定设区的市、县
（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确定
的配备数量和质量标准配备救护车。
在管理和使用方面，规定救护车应当
按照全省统一规范喷涂院前医疗急救
机构名称和专用标识图案，并安装相
关设施设备。要求急救站（点）对救护
车进行日常维护、保养、清洁、消毒，保
持车况良好和车辆卫生。明确实行专
车专用，禁止动用救护车从事院前医
疗急救以外的活动。

在权利方面，规定救护车执行任务
时，享有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在确保
安全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
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在禁停区
域、路段临时停放；在高速公路上使用
应急车道；免交路桥通行费和停车费等
权利。同时，还要求其他车辆和行人在
遇到救护车执行任务时应当让行，不得
阻碍其通行。有条件让行而不让行的，
急救中心可以将阻碍通行的相关资料

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此外，为了提
高急救效率，条例还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配备或者利用航空器、舟船等运载工具
开展院前医疗急救。

院前医疗急救要求以最快速度抢
救生命，这就对规范和保障急救从业
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条例对此是如
何规定的？

张金宏：为了规范急救从业人员
依法履职，条例对急救从业人员职责
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急救从业人员
应当按照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准则和质
量控制规范，提供急救服务。明确执
行任务时应当统一着装，在接到调度
指令后迅速出车，尽快到达急救现场，
立即对患者进行检查，并按照院前医
疗急救规范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转
运过程中密切关注患者生命体征以及
病情变化，并根据情况对症处理。对
需要送至医疗机构救治的患者，应当
按照就近、就急、满足专业需要的原则
及时送治，患者或者家属等要求送往
其他医疗机构的，应当告知可能存在
的风险，并予以确认。

明确对疑似传染病、严重精神障
碍等患者，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送往有相应救治能力或者卫生健
康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同
时，为了保障急救人员更好开展急救

工作，规定急救人员无法联系急救呼
叫人员，无法进入患者所在场所，或者
在发生爆炸等现场开展急救的，可以
向公安机关、消防救援机构等请求帮
助，并要求公安机关、消防救援机构等
应当予以协助。此外，为了提高急救
能力和水平，条例要求卫生健康部门
对急救人员开展培训和考核，并定期
组织演练。

为了确保患者及时得到救治，院
前医疗急救机构和医疗机构之间的有
效衔接极为重要。对此，条例是如何
规定的？

顾建军：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和医
疗机构有效衔接是确保患者得到及时
救治的关键一环。为此，条例规定急
救中心应当与医疗机构建立工作衔接
机制，规范交接工作流程，实现救治信
息互通和业务协同。明确急救人员在
患者被送至医疗机构后，应当及时与
接诊医生、护士交接患者病情、初步诊
断和救治情况等信息，按照规定填写、
保存病情交接单。要求医疗机构及时
接收患者并进行救治，不得以任何理
由拒绝、拖延、推诿。同时，还明确急
救站（点）不得以未付费等理由拒绝或
者拖延为患者提供急救服务，并对服
务费用收取标准的制定和公开提出了
具体要求。

益生良行直营正宗文山精品春三
七买1斤送1斤！各种规格文山三七
任您现场挑选！免费加工超细粉，文
山自有三七种植基地直供，粒粒保真
假一罚十。

文山三七属于“药膳同源”中药材，
就是说三七是药材，同时也是食物，一
年四季均可服用。为方便常州市民调
配养生调理方，十一年老店益生良行精
选各地道地食药材，针对各种慢性疾病
（三高）免疫力低下及养生保健人群现

场加工调配食疗养生方，一人一方，效
果好，看得见！每月仅需一二百元！活
动期间另有高破壁灵芝孢子粉一年量
特惠价1380元！西洋参198元/斤起、
铁皮石斛498元/斤起！活动期间各类
养生滋补佳品全部产地直供价！

活动时间：4月26日-5月3日
益生良行三七专卖店地址：世纪

明珠园7号商铺兰陵桥北60米（兰园
对面）

电话：88997355

为什么疫情防控不能放松？
6组问答告诉你

久坐不动，喜食辛辣、刺激的食
物，上厕所刷手机……这些都是生活
中很多人都会有的习惯，却也偏偏都
是痔疮的危险因素！俗话说：十男九
痔，十女十痔。痔疮是一种发病率较
高的疾病。

痔疮患病很痛苦

痔疮长在肛门内外，以齿线为界
线，将痔疮分为内痔、外痔和混合痔三
类，得了痔疮后主要症状有以下几种：

1、瘤状物：只要是得了痔疮，在肛
门内外病变的地方，就有明显的痔静
脉团形成的瘤状物。

2、便血：大便后出血是内痔早起
症状之一，内痔初期往往无明显的自
觉症状，多在便后发现带血，才引起病
人的重视。便血一般先轻后重，从少
量带血到大量出血，有的由于长期反
复出血，使病人发生严重贫血。

3、疼痛：内痔在发炎、血栓形成
时，痔疮肿大导致疼痛不适。如内痔
发炎嵌顿，则疼痛加剧；内痔嵌顿坏死
时，则疼痛难忍。

4、脱出：一期内痔较小，不会脱
出肛外；二期内痔脱出肛口，能自行
还纳；三期内痔便后脱出肛外，不能
自行回纳，需用外力（用手还纳）才可
还纳，甚至咳嗽、行路、劳动用力时痔
可随即脱出；四期内痔脱出嵌顿肛

外，不能回纳。
5、肛门潮湿：多见二、三期内痔，

尤其在内痔发炎肿大时分泌物增多，
或痔脱于肛外，则更加重肛门潮湿。
外痔一般多无分泌物，只有在外痔发
炎、皮肤溃烂、分泌物排出多的时候，
肛门才经常潮湿，多为炎性外痔。

痔疮患病早治疗早康复

1、内治法：风伤肠络、湿热下注、
气滞血瘀、脾虚气馅、食疗。

2、外治法：熏洗法、外敷法、塞药
法、针灸理疗、硬化剂注射、手术疗法。

警惕直肠癌！

早期直肠癌病人一般无明显症
状，部分患者会出现便血，但一般不会
引起重视，认为是痔疮出血，而忽视了
病情。当肿瘤继续增大，病情继续发
展，病人会逐步出现肛门下坠感，大便
带粘液，脓血，瘤体继续增大，病人会
出现排便形状改变，如大便变细或排
便困难等。所以当出现便血症状时，
不容忽视，应及时就医。

红梅医院痔瘘科已有六十年传统
的老专科。近来又聘请了原常州市中
医院肛肠科周志清老专家主持痔瘘专
科，“九曲回肠肛生疾，世界痛苦一刀
除。”常州书法协会老会长阙长山曾提
笔赞誉周志清医师。 红梅宣

红梅肛肠科

痔疮患病很痛苦早治疗早康复

周志清 原常州市中医院肛肠病专家。从事
肛肠科临床工作四十余年，专长治疗内痔、外痔、
混合痔、肛瘘、肛裂、便秘、肛周湿疹、肛周脓肿、直
肠息肉、直肠脱垂，治愈肛肠疾病患者上万人，成
功治愈高位肛瘘、复杂肛瘘、环状混合痔等等复杂
病症几千例，在常武地区享有较高知名度。

《江苏省院前医疗急救条例》5月1日实施

遇救护车有条件让行而不让行的
将依法处罚

□本报通讯员 卫健宣

2022年3月31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通过了《江苏省院前医疗急救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条例通过“小切口”“小快灵”方式，以规范院前医
疗急救行为，提高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水平，保障公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出发点，对院前医疗急救中心
设置、急救站（点）布局、救护车配备、急救从业人员履
职等作了全面具体、有针对性的规定。

条例的出台实施，与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息
息相关，本文特邀三位参与条例制定的嘉宾，为大家
作全方位的解读。

特邀嘉宾：
陈志红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顾建军 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委员
张金宏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近期，大庆研究（我国在黑龙江省
大庆市进行的一项领先全球的糖尿病
预防研究）长达30年随访分析显示，胰
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并进展为糖
尿病，都会增加癌症风险。

研究发现，糖耐量正常、糖耐量受
损和糖尿病患者的癌症发病率分别为
每千人每年6.06、6.77和7.18人。与正
常人相比，糖耐量受损和糖尿病患者
的癌症风险分别增加77%和2.34倍。
一旦糖耐量受损进展为糖尿病，患癌
症的风险就会加倍。

这些发现表明，当高血糖达到一
定水平时，会有更强的致癌作用。

研究显示，在血糖波动大的人群
中，血糖水平的升高与癌症的发生显
著相关，但在血糖波动小的人群中没
有发现这种关联。这提示控制餐后血
糖波动，可能有助于糖尿病患者的癌

症预防。
研究还发现，葡萄糖负荷后胰岛

素水平的增加，而非空腹血浆胰岛素
水平，与癌症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
这提示长期的高胰岛素血症可能是患
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不过，与胰岛素
抵抗、高胰岛素血症相比，进展为糖尿
病对癌症风险的影响更大。

来源：《北京青年报》

血糖一旦高了

会有更强的致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