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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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楼机构、武进机构、新北机构、天宁机构、青枫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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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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科学研究证明，瓜果蔬菜富含的膳
食纤维是便秘的“克星”。像黑豆、芹菜
叶、山楂等，其中东北绿心黑豆皮里面
的膳食纤维含量最丰富，被称为便秘的

“大救星”。民间有一古方：金银花、菊
花、绿茶用水煮沸，滤后茶水加黑豆、山
楂煮熟，马齿苋与芹菜叶炒干后加入制
成黑豆粥，老便秘当晚喝下去，第二天
早上能排出“香蕉便”。后来此方流入
清代宫廷御医手里，珍藏至今。

在天津，医学专家历经多年，研发
出新一代通便产品“津尝通”。津尝通
运用37度低温发酵技术，高度提纯产
品里膳食纤维的含量，增加调节肠道
内环境平衡的海藻，不含任何泻药成
份。在体内如同一把“刷子”，把肠道
里的毒便，宿便统统刷干净。同时调

节肠道的内环境，修复损坏的肠粘膜，
有效预防肠变黑，长息肉。

津尝通在常州上市已经十年，无
数老便秘在它的帮助下摆脱了便秘的
困扰。它的三大特点：第一、让便秘逐
步减轻，直至消失。第二、今晚服用，
明早爽快地排便。第三、便秘越严重，
效果越好。老便秘不妨试试，尽快解
除便秘困扰。

龙御膳食专营店（市区路桥市场
北楼嘉乐广场B座605A室）；江南大药
房（新迁至常州电大对面，劳动西路
345号）；湖塘南方大药房（常武中路百
岁鱼庄向南50米）：金坛方正万泰大药
店（南门大街121号）有售。咨询电话：
0519-88050859（市区免费送货）。
5盒一周期，买4送1。

黑豆发酵除便秘，效果好又安全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医疗机构门诊质量
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加强医疗机构门诊质量
管理，提高门诊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应当积极推行分时段
预约诊疗，提高患者到院30分钟内就诊率，引
导患者有序就诊，减少院内等候时间。同时，
应当根据就诊量变化动态调整各挂号途径号
源投放量，加强退号与爽约管理，建立退号候
补机制，提升号源使用效率。加强预约挂号管
理，提供网络、自助机、诊间、人工窗口等多种
预约挂号方式。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不少于日
均门诊量0.2%的比例配备门诊导医人数或智
能引导设备数量，并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提供就
医辅助服务。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应当提高医技科室
工作效率，缩短检验、内镜、超声、CT、核磁
等检查的预约等候时间，鼓励提供门诊检查
集中预约、自助预约、诊间预约等多种形式
的预约服务，有条件的可以提供一站式检查
预约服务。

通知还要求，医疗机构应当严格落实门诊
首诊负责制度，在本次就诊过程结束前或由其
他医师接诊前，首诊医师应当对患者的检查、
诊断、治疗、抢救和转科等负责。门诊诊疗过
程和处置措施应当遵循诊疗规范、临床指南
等，诊断、预防和治疗措施应当遵循安全、规
范、有效、经济的原则。

来源：《人民日报》

本报讯（越声 王惠） 6月12日，常州爱尔眼科医
院举办了爱尔眼科20周年感恩答谢会，其成立以来全
球摘镜数量已超百万。

今年是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成立20周年。20年
来，爱尔眼科深耕近视手术领域，服务亚欧美三大洲
近视人群，坚持为广大患者提供专业、优质的眼科医
疗服务。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独一无二的，爱尔眼科会
根据差异化的眼部条件和用眼需求量眼定制，推荐和
设计更合适的解决方案，同时提供“全国异地复查与
终身眼健康管理”。常州爱尔眼科CEO表示，近视手
术是爱尔眼科最优质最有实力的医疗业务之一。经
过了20年的积累，20年来，爱尔眼科始终秉持“共享
全球眼科智慧”的理念，为近视患者朋友们奉献优质
的医疗技术服务。

接下来爱尔眼科还将继续与合作伙伴、行业专家、
社会各界力量走在一起，将“全球智慧、全球定制”的技
术和服务奉献给大家，不负每一份厚望与信任，“使所
有人，无论贫穷富裕，都享有眼健康的权利”。

夏季来临，蜱虫叮咬事件高发。
近日河南信阳市有三位老人因“发热
伴血小板综合征”（俗称蜱虫病）病逝；
杭州一大伯被蜱虫叮咬感染病毒，致
多脏器功能衰竭被送入重症监护室抢
救；江苏张先生与家人露营时被蜱虫
咬伤左腿……那么去户外遛弯、郊游
时，如何防蜱虫叮咬？中招后如何及
时救治？

蜱虫是一些人兽共患病的传播媒
介和贮存宿主，已知可以传播83种病
毒、15种细菌、17种螺旋体、32种原虫
以及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体等。其
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是由新
型布尼亚病毒引起的，是一种以蜱为
传播媒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病死率
可超过10%，俗称蜱虫病。

蜱虫叮咬本身通常没有太大危
险，但其传播的疾病往往更具危害
性，有时甚至可以致命。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杨碧
莲介绍，蜱虫是一种寄生性吸血性昆
虫，嗅觉灵敏，在几米之外便可以感
知人或者动物的味道，一旦接触到宿
主一般会选择在皮肤较薄、不易被抓
挠的部位将头埋进人体的皮肤内进

行吸血。被蜱虫咬伤后，除了局部皮
肤出现丘疹、水疱，还可能出现发热、
全身无力、头痛、恶心、呕吐、腹泻、精
神不振、厌食等症状。某些蜱虫会注
入麻痹神经的毒素，使人中枢神经受
侵害而死亡。

一旦在皮肤表面明显看到如痣一
般的“小黑点”，触摸可能还会动，有疼
痛感，基本上可以确认为被蜱虫咬
伤。杨碧莲提醒，被蜱虫叮咬后千万
不要用手强拔虫体，因为这样容易导
致蜱虫倒钩留在皮肤内。可以将酒精
涂在蜱虫身上，使蜱虫头部放松或死
亡，或者在其头部涂抹厚厚的凡士林，
使虫子窒息死亡，再用尖头镊子取下
蜱虫。取出虫子后，需要对伤口进行
消毒，必要时应前往医院处理。

蜱虫喜欢栖息在树林、草地、灌木
丛中等，去这些地方时最好穿长袖长
裤，减少皮肤暴露部位，扎紧裤腿袖口
领口，可涂抹一些避趋剂。

建议穿着浅色衣物，一旦有蜱虫
落到衣物上可以更容易被发现。

带宠物外出，回家后应检查宠物
身上是否有蜱虫。

洗澡时要特别注意头皮、耳后、颈

部、腋窝、腘部、手腕、腹股沟等有皮肤
褶皱的地方，是否被蜱虫叮咬。

研究发现，蜱虫携带有害微生物
大多是蜱虫叮咬超过24小时后传播
的，如果在24小时内及时去除身上的

蜱虫，可以极大降低感染蜱传病的机
会。另外，在被蜱虫叮咬后的1个月
内，若出现不明原因发热，要及时就
医，并告知医生自己曾被蜱虫咬过。

来源：《新京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12
日报道，美国西南部超过6000万民众
正经历危险高温，多地气温打破高温
纪录。

11日，美国一些地方的温度已打
破单日高温纪录，其中就包括了地球
上最热的地方之一、位于加利福尼亚
州的死亡谷。死亡谷的气温达到了
122华氏度（50 摄氏度），打破了1921
年6月11日创下的121华氏度（约49.4
摄氏度）的纪录。

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当地
111华氏度（约43.8摄氏度）的高温也
打破了2008年创下的单日纪录。丹
佛国际机场的气温也达到了100华氏

度（约37.7摄氏度），追平了2013年创
下的单日纪录。

美媒预计，全美超过2.3亿人将从
13日开始的这一星期经历90华氏度
或以上的高温，超过4500万人预计将
经历超过100华氏度的高温。

来源：海外网

国家卫健委

提高患者到院30分钟内就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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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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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内经》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
凑，其气必虚”，如果一个人处于“一身正
气，阴阳平衡”的状态，则五脏安康，身体各
系统机能平衡稳定健康，人就不会得病。

金寨农神公司灵芝孢子粉源头种
植基地，地处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大
别山，数百亩栎木仿野生种植地，北纬
31°的赤芝原产地大别山深处，栎木种
源培养基在这里，光照和水源完美结合

让赤芝展现出极佳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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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情提示：购买孢子粉一定仔细
甄别：查批号看产地明确三萜及多糖
含量，避免上当。益生良行11年老店
值得信赖！

活动时间：2022年6月14日至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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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免疫力，早吃早受益
破壁灵芝孢子粉 吃一年仅需1380元！

蜱虫病警告！皮肤有“小黑点”勿生拉硬拽

成立20周年，爱尔眼科摘镜超百万

超6000万美国人正经历危险高温
最高温突破50摄氏度

国家药监局近日在官网发布“选
购使用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美
瞳）的提示”指出，“美瞳”具有较高风
险，在我国作为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
切勿贪图价格便宜从非正规商家或者
网络商铺上购买未经注册的产品。

“美瞳”是带有装饰功能的隐形眼
镜，专业名称为“角膜接触镜”。国家
药监局指出，因其直接覆盖于角膜表
面，与眼组织紧密接触，直接关乎人眼
安全，具有较高风险，在我国作为第三
类医疗器械管理，在上市前需要通过
安全性、有效性的评价，获得医疗器械
注册证后方可生产、销售和使用，其生
产企业需要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
证》。经营此类产品的商家需要取得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国家药监局提醒消费者选购和
使用“美瞳”及其护理产品时，要特别
注意以下几点：选购“美瞳”时，应从
具备相关经营许可资格的医疗器械
经营企业购买，并查看所购产品是否
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仔细查看产品
包装是否有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生
产企业名称、生产日期等信息，并妥

善保存购买凭证。进口的“美瞳”及
其护理产品还应当附有中文标签和
说明书。查询医疗器械注册证相关
信息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网站“数据查询”栏目。

戴“美瞳”时，应认真按照产品说
明书或者专业人士的指导，对镜片进
行操作、摘取、清洗、消毒和保存。未
经注册的产品，其安全性、有效性没有
保障，容易引起眼部炎症、角膜病变等
并发症。

消费者如发现销售假冒伪劣产
品，或发现无证经营“美瞳”产品等行
为，可及时向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举报。涉及违法违规的，负责药品
监督管理的部门将依法查处，涉嫌犯
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据了解，根据《医疗器械经营监督
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按照医疗器械
风险程度，医疗器械经营实施分类管
理。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实行许可管
理，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实行备案管
理，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不需要许可
和备案。

来源：人民网

“美瞳”具有较高风险
选购使用注意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