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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10月24日活动安排）

天使志愿服务一周活动安排

医线传真

疾控在行动

□本报通讯员 高彩亚

近日，奔牛人民医院疼痛科在新
北区奔牛镇五兴苑社区开展义诊活
动。南京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李月光
以讲座的形式向居民宣传科普知识，
并与奔牛医院副院长钟红霞一起现场
坐诊。

他们为每一位患者进行详细问

诊、检查，根据其病情给出相应的治疗
建议和办法，耐心解答患者疑问。不
少患者前来检查并治疗，口口相传，义
诊活动受到众多患者的一致好评。

此次义诊活动持续2个多小时，现
场共接受咨询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
突出、偏头痛、肩周炎、关节炎疼痛等
疾病30余人次，发放宣教手册、免费测
量血压30余人。

奔牛人民医院疼痛科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通讯员 陈军

近日，常州市武进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党支部组织党员开展“送健康·高
血压日行义诊”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现场，党员们耐心细致地解
答群众关于高血压疾病相关问题，提
供用药指导和测量血压等服务。同
时，他们对高血压的成因及危害、相关

预防和治疗方法进行讲解，开展高血
压防治健康教育和科普宣传。义诊现
场共接诊100余人次，发放健康宣传手
册150余册。

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动的开展，提
高了群众对高血压的认知水平和防治意
识，增强了自我保健意识，对预防高血压
的发生、减少高血压的并发症，维护广大
群众的身心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送健康·高血压日行义诊”
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通讯员 谢轶青 姚瑶

蛲虫全称蠕形住肠线虫，易在幼儿
园、小学等儿童集居群体中传播，是儿
童常见的寄生虫病之一，长期感染会严
重影响儿童身体成长和智力发育。

为了解我市儿童蛲虫感染情况，
做好儿童蛲虫监测工作，切实保护儿
童身体健康，常州市疾控中心与武进
区疾控中心、钟楼区疾控中心及常州
经开区公卫中心日前联合开展儿童蛲
虫感染专项监测。

本次专项监测中，每区各选取两
所幼儿园，一所幼儿园以外来儿童为
主，一所幼儿园以本地儿童为主，监测
对象为3—5周岁儿童，每个幼儿园监
测人数不少于200人。在现场监测过

程中，工作人员还对学校师生及采样
幼儿家长进行蛲虫防病知识问卷调
查、蛲虫防治知识讲解和健康教育宣
传，通过宣传蛲虫病的危害及预防措
施，进一步增强幼儿园师生与家长对
蛲虫病的认识，提高自身防病意识。

本次现场监测采用透明胶纸肛拭
法采样，6所幼儿园共监测1402名儿
童，检出蛲虫感染者4名。目前工作人
员已将信息及时反馈给幼儿园，对患儿
进行药物治疗指导，并对患儿所在教
室、患儿接触的玩具、睡具等进行消毒。

常州市疾控中心专家提醒：蛲虫
的感染与家庭卫生、学校卫生和个人
卫生习惯有密切联系。为确保幼儿身
心健康，老师和家长应教育儿童养成
勤洗手、勤换衣、勤剪指甲、不吸吮手
指的好习惯，托儿所、幼儿园和家庭应
做好环境卫生及衣被、玩具、食具的消
毒工作。

我市开展儿童蛲虫感染专项监测

本报讯（陈荣春） 12日晚上，中国（江苏）第
17期援圭亚那医疗队16名队员顺利回到阔别
一年的常州。

中国（江苏）第17期援圭亚那医疗队由我
市单独组建，16 名队员分别来自市一院、二
院、中医院，于去年9月底启程赴南美洲圭亚
那，在乔治敦公立医院、林登医院开展医疗援
助工作。

在一年时间里，医疗队诊治患者超1万人
次，完成手术2500多台，开展新技术44项，大
型义诊7次，启动并顺利完成第一期中国—圭
亚那住院医师培训项目，充分展现了“中国医
生”的良好形象，为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作出了
积极贡献。

□本报通讯员 杜蘅

沈姨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平时很
爱美，身材管理也做得极好，如果不说
她是一名乳腺癌患者，没人能看得出
来。但她的学生们却能从一些细节中
发现端倪：沈老师现在不怎么穿紧身
的衣服了，做游戏、跳舞时，但凡抬起
左手都会转过身去。

十年前，沈姨无意中发现自己左侧
乳房上有个肿块，后被诊断为乳腺癌，
她接受了乳腺癌改良根治术+一期整
形修复术。当时的整形修复术主要利
用假体植入技术来保证外形完整，常常
存在两侧不对称、假体移位等现象。

前不久，沈姨看到一篇报道，提起
市肿瘤医院乳腺外科成功为一名60
岁的阿姨进行了乳房再造修复术。她
想起自己曾在门诊上遇到过这位60
岁的阿姨，确实修复得挺成功，就想自
己也重新修复一下。没想到，这次就
诊时，她被告知右侧也有乳房肿块。

9月23日，沈姨在市肿瘤医院接
受了“左乳癌术后二期整形修复术+右
乳癌根治术”一期整形修复术。手术
比十年前范围大多了，难度系数也随

之成倍增长。
“第一次手术时条件有限，技术也

没有现在发达，我只要求术后左侧胸部
有凸起就行。没想到，治疗结束后，我回
到镜子前才发现两侧乳房不对称，左边
的假体还会随着动作大幅度移动。这
让我很困扰，在孩子们面前只能小心翼
翼的。”

“本来只想做二期整形修复术的，
谁知道高主任一摸，说我的右乳也有
问题。可能我太关注自己的左侧乳房
了，居然没有发现右侧乳房也有了肿

块。幸好，我选择到这里就诊，这才及
早发现了问题。”

“我就希望能一起手术，左边做整
形修复，右边做乳腺癌切除术。”

“陪我的闺蜜吓了一跳，离开医院
的时候一直问我怎么不怕？”

“为什么要怕？这条路，我已经走
了十年，有什么好怕的！”

“我相信高主任，她能搞定！这
不，我已经出院休养，今天来复查，一
切都好。”

口述人：沈姨 50岁 双乳癌患者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十年，有什么好怕的！”

□本报通讯员 杜蘅

近年来，直肠膀胱病变（如直肠
癌，膀胱癌，肠梗阻等）呈发病率上升
和年轻化趋势。据统计，全国每年新
增造口病人在10万人以上，其中相
当一部分需要在手术后做造口，被称
为“造口人”。

如何让“造口人”更好地回归社
会？这需要患者和家属共同的努力。
一方面要通过人文关怀来缓解其心理
压力，另一方面要学习和掌握造口护
理相关知识，提高自我护理的意识和
能力，实现全面康复。

这份“造口宝典”，详细介绍了造口护
理六步操作法以及康复后的日常生活。

着装

衣裤以柔软舒适为原则，不需特别
改变，避免穿紧身衣裤，推荐男性穿背

带的西裤，女性则以连衣裙较为适宜。

工作

只要精力允许，完全康复后，在医

生的确认下，便可以恢复以前的工作，
但要避免增加负压的工作（比如提取
重物），因为这样可能引起造口疝和造
口脱垂。

运动和淋浴

普通运动对造口不会有影响，
如游泳、跑步、打乒乓球、骑自行车
等，避免激烈的运动，如足球、篮
球、举重等。当手术切口的缝线拆
除，伤口完全愈合后，即可沐浴。
造口人既可贴着造口袋沐浴，也可
将袋去除，水是不会流入造口的，
沐浴时选择中性温和皂，清洁造口
周围皮肤。

性生活

当身体康复后，基本可以恢复以
往的性生活，建议同房前先将造口袋
排空，使用迷你袋和造口栓，如有不
适，及时告诉医生或造口护士。

饮食

均衡饮食，多喝水，多吃新鲜水果
及蔬菜，注意避免进食太快吞入空
气。避免一边进食一边说话。避免一
次进食太多食物，定时进食。

守护造口人的“秘密花园”

中国（江苏）第17期
援圭亚那医疗队顺利回常

王锐 摄

10 月 是 世 界 乳 腺 癌 防 治
月，据最新数据显示，乳腺癌
已取代肺癌成为全球第一大
癌 症 ，并 且 发 病 呈 年 轻 化 趋
势，而乳腺癌根治术造成的乳
房缺失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
心理障碍。

近年来，市肿瘤医院乳腺
外科连续为多名乳腺癌患者进
行乳房再造术，效果显著。乳
房再造是指通过整形外科技术
为患者重建乳房外观，属于整
形外科中一个极富创造性和挑
战性的领域，要求手术医生有
较高的解剖学知识、手术技术
甚至人体美学素养。市肿瘤医
院乳腺外科团队近年来逐渐开
展乳腺癌术后Ⅰ、Ⅱ期乳房再
造术和各类乳房整形手术，如
背阔肌皮瓣（联合或不联合假
体）乳房重建术、带蒂腹直肌皮
瓣乳房重建术、假体植入乳房
重建术、乳头凹陷矫正术、巨乳
缩小术等等，以满足患者的个
性化需求。

健康知多少

链接

时间
10月20日（周四）14:00—15:00

10月21日（周五）14:00—15:00

10月21日（周五）14：00—15:00

10月22日（周六）10:00—11:00

10月22日（周六）09:00—10:00

10月22日（周六）14:00—16:00

10月22日（周六）19:00—20:00

10月23日（周日）12:00—13:00

10月24日（下周一）14:00—15:00

地点（线上平台）
腾讯会议

腾讯会议

常州电台《加油宝贝》栏目

门诊产科二楼B1-08

门诊产科二楼B1-08

常州市中心血站

常州市中医医院直播群

门诊产科二楼B1-08

腾讯会议

志愿服务内容
女性盆底健康

产后避孕教育

《小儿慢性咳嗽的中医疗法》公益直播

孕期瑜伽

孕妈咪快乐沙龙

无偿献血知识科普

分娩方式的选择

生育舞蹈

新生儿常见问题及处理

志愿服务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中心血站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本报通讯员 二宣

10 月 13 日是第九个“世界血栓
日”，为切实提高广大群众对血栓相关
疾病的认识，普及血栓疾病的防治知
识，进一步降低血栓栓塞疾病的发生

率，当天上午，市二院在阳湖、城中两个
院区的门诊大厅开展了义诊宣传活动。

此次义诊以“动静相宜，血栓远
离”为主题，由医院血管外科、呼吸内
科及介入科的专家们为市民提供健康
咨询和免费的诊疗检查服务。

市二院开展世界血栓日义诊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