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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11月21日活动安排）

天使志愿服务一周活动安排

疾控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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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康 服 务

广告

颈肩腰腿疼，就去“肖氏正骨堂”
肖氏老方+祖传古法正骨，效果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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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反复发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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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除无菌性炎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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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赵霅煜 杭云） 上周，武
进中医医院胸痛中心与湖塘镇马杭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协作医院的协
议签约活动。

据了解，此次双方协
作，是为了加强对急性胸
痛病人的规范化救治，促
进院前院内急救的密切合
作和无缝隙对接，最大限
度挽救患者生命、减轻患
者痛苦并将共同努力搭建
院前院内医疗信息会诊平
台，指定专人具体负责双
向转诊工作，保证24小时
为马杭辖区急性胸痛患者
提供最恰当的医疗支持。

武进中医医院胸痛中心与马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立协作医院

秋冬季，随着气温降低，皮肤问题
开始凸显。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病——
皮肤病，困扰过您吗？您有用过很多
种方法治疗都无济于事的经历吗？现
在只要拨打电话0519—83123939就
能免费试用“藏俞方”止痒修肤产品，
轻松摆脱各种皮肤顽疾。

为服务常州广大皮肤病患者，“藏
俞方”止痒修肤体验店征集百名皮肤
病患者，帮助患者消除疾病困扰。

多年来，“藏俞方”止痒修肤体验
店结合藏方特色，致力于皮肤顽疾的
研究，特别是在解决皮肤疾病方面取
得了较大的成就。其独特的治癣止
痒、解决皮肤过敏的特色藏方制剂，得

到了无数患者的认可。
您如果正在遭受或长期遭受皮

炎、湿疹、手足癣、体癣、紫外线过敏、
蚊虫叮咬等引起的皮肤瘙痒的折磨；
承受皮肤奇痒难忍、出门被人嘲笑、不
受人欢迎等痛苦；您如果迫切想消除
眼前的烦恼，轻松告别皮肤病，现在就
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报名。

前100名患者可以免费试用“藏俞
方”止痒修肤产品，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活动报名热线：0519—83123939
活动地址：1、钟楼区关河西路95

号中南大厦1楼（交通银行旁）
2、武进区广电路326号（广电路

花园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北）

“藏俞方”止痒修肤体验店征集百名皮肤病患者

皮肤有问题？打电话免费试用

□本报通讯员 二宣

11月13日，由市二院骨质疏松与骨
病科承办的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在线上
召开，全程约2万余人观看会议直播。

市二院内分泌科名誉主任成金罗
主持会议开幕式，他介绍了医院骨质
疏松科的发展概况，并对支持骨质疏
松学科建设工作的各位同道表示感
谢，希望通过本次继教班的交流学习，
可以推进骨质疏松的规范化诊疗、骨
质疏松学科的发展。

市二院副院长朱大伟向参会者表
示欢迎，希望大家在此次继教班上能
广泛交流、有所收获、共同进步。

学术交流环节，成金罗教授带来
了《骨质疏松药物治疗》的专题报告；
南京鼓楼医院林华教授以及苏州大学
附属常州一院党委书记华飞教授就

《骨质疏松与骨质增生的异同》《骨代
谢标志物的临床应用》进行了精彩的
学术报告；市二院内分泌科主任叶新
华教授、副主任薛云教授、研究室副主
任杜云峰教授、营养科副主任石立教
授分别作了《肌少症和骨质疏松》《糖
皮质激素继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
南》《骨质疏松骨折联络服务体系国内
外进展》《骨质疏松营养治疗原则》的
主题报告。最后，市二院骨质疏松科
副主任薄亚文教授就《骨质疏松与骨
病科建设及慢病管理》议题进行了详
细的汇报，并对骨质疏松专科发展前
景提出展望。

此次继教班内容丰富，结合了管
理与专业、临床与检验、理论与实践、
多学科管理，既有经验总结又有最新
进展，为学员带来了一场关于骨质疏
松诊疗进展的学术盛宴。

——市二院骨质疏松与骨病科成功举办2022
年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聚焦骨质疏松诊疗

□本报记者 陈荣春
通 讯 员 阮丽花

上周，“秋冬调补 养生有方”中医
膏方养生节在市三院（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门诊大厅正式拉
开帷幕。省中医重点
临床专科中西医结合
肝病科、眼科、耳鼻咽
喉科以及中医科中医
师现场坐诊，为慕名而
来的市民把脉问诊、调
养开方。市三院特色
中药制剂、中药茶饮、
中医理疗更吸引了许
多患者纷纷体验，品味
中医文化。

市三院（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第二届中医膏方养生节启动

秋冬调补 养生有方

□本报通讯员 史云燕 姚瑶

染色体畸变和微核分析是对放
射工作从业人员开展常规职业健康
监护的必备项目。常州市疾控中心
积极筹划独立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
业健康检查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
畸变检测与评价等工作，引进的染色
体畸变及微核分析系统日前顺利完
成安装调试，该项目相关实验正在紧
锣密鼓的进行中。

整套分析系统主要仪器设备包括
细胞收获仪、制片机、染色体核型分析
仪等。受检者静脉血样预先孵育，经
由细胞收获仪集中提取淋巴细胞的中
期染色体，由制片机通过预设程序制
成标准化玻片，最后进入染色体微核

自动扫描。检测人员通过大批量高精
度仔细阅片，对目标样本中的染色体
缺失、重复、倒立、易位等结构异常进
行研判，并对微核进行计数。

中心医学实验室将通过重点开展
辐射遗传指标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
畸变率与微核检测、辐射损伤生物剂
量估算、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检测，
对放射工作人员进行岗前、在岗、离岗
职业健康检查，相关检测结果用于对
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从事放射职业活动
中受电离辐射照射的评价，为放射工
作人员的慢性辐射损伤评估提供参考
依据。

常州市疾控中心开设的染色体畸
变及微核分析项目将填补常州市职业
健康检查机构检测能力的空白，对满
足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需求、提升常州市职业病防治综合能
力具有重要意义。

常州市疾控中心开设
染色体畸变及微核分析项目

本报讯（陈荣春 刘华联 石欢）
今年67岁的王大爷没想到，一个小伤
口竟然导致溃疡，幸亏经过市一院专
家团队的精心治疗，才顺利出院。

王大爷患有糖尿病20多年了，今
年来经常感觉手脚麻木、酸胀，“半个
月前，腿脚麻得实在不行了，就在小区
诊所做了针灸治疗，没想到第二天针
眼处的皮肤变得通红，伤口还慢慢形
成了小的溃疡点”。

再过了两天，王大爷左脚的两个
脚趾又红又肿，伤口还有脓液渗出，无
法行走，家人立即带他到市一院伤口
护理中心就诊。“我们帮大爷换好药
后，得知他有糖尿病史，便建议测个血
糖，结果非常震惊，数值竟然高达
23.6mmol/L。”伤口护理中心副护士
长宋霞说。

王大爷来到内分泌代谢科专家门
诊，考虑高血糖情况非常严重，同时有
糖尿病足表现，主任医师蒋晓红立即
将他收入病房住院治疗。

原来，王大爷虽然长期患有糖尿
病，但是用药不规律，在家里基本不测
血糖，也很少到医院就诊，对于糖尿病
并发症的评估和筛查更是缺乏重视。
住院后，内分泌代谢科邀请血管外科、
临床营养科、伤口护理中心、骨伤科和
整形烧伤科等专家开展糖尿病足多学
科会诊。

“蒋主任，我脚趾上的伤口之前一
直在流脓，但脚趾竟然都感觉不到疼
痛，即使现在处理好了，还是一样感觉
不到痛。”王大爷纳闷。

“这是典型的糖尿病足症状，由于
长期高血糖导致末梢神经严重受损，
因此脚对温度、疼痛等感觉缺失，即使
把脚放进滚烫的开水中也不会有感
觉。糖尿病足一旦控制不佳，容易导
致截趾，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蒋
晓红说。

糖尿病足多学科联合诊疗团队对
王大爷的伤口、基础疾病、并发症情况
等进行全面评估，并制订个体化治疗
和康复方案：内分泌代谢科使用胰岛
素皮下泵强化降糖，辅以抗生素、营养
神经、扩血管药物治疗；血管外科认真
评估患者双下肢血运情况；骨科对患
肢开展足部肌腱松解术；整形烧伤科
定期为足部创面换药清创；临床营养
科给予专业营养指导。

经过医护团队20多天的努力，王

大爷的血糖控制稳定，左足溃烂也明
显好转，顺利出院。

作为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中最严重
的并发症之一，糖尿病足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蒋晓红提醒，糖尿病
足往往由一个小伤口逐渐发展而来，
这是由于糖尿病患者的皮肤感觉功能
下降，患者往往无法及时意识到足部
疼痛，伤口逐渐溃烂，甚至会有截肢及
生命危险。

对于糖尿病足，“防大于治”非常
重要，早期筛查、规范治疗可显著改善
预后，建议糖尿病患者做到三“看”：

1.看“糖”：追溯病史，很多糖尿病
足患者的血糖控制结果很差，严格控
制血糖可显著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发
病风险。建议患者家里常备血糖仪，
规律监测血糖，每3个月到内分泌代
谢科门诊复查，控制糖化血红蛋白。

2.看“鞋”：试鞋时选择下午或傍
晚，尽量选择宽松舒适的鞋子，浅色系
的袜子，若出现足部伤口能及时发
现。若条件允许，选择专业仪器测试
足底部压力，定制个性化鞋垫，更好地
保护双足。

3.看“脚”：每日洗脚，注意足部卫
生，水温控制在30—40℃，洗脚后检
查双足有无伤口破溃，高龄患者需家
属帮忙检查。冬天，不要用热水袋或
电热器直接接触足部，以免烫伤。

市一院专家团队精心治疗护佑健康

老人腿脚麻木盲目治疗致溃疡

本报讯（陈荣春 武医宣） 为全
面提升大科护理人员急救水平以及
应对各种突发应急事件的综合处置
能力，增加团队凝聚力，11月10日下
午，武进人民医院开展护理急救技能
竞赛。

比赛内容包括评估、开放静脉通
路、心电监护、心肺复苏、电除颤等，重
点考查医护人员遇到患者突发意识丧
失时的快速反应和正确处理能力。武
进人民医院本部及南院急诊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妇儿科病房的护理人员

跨科组建7支参赛队伍，均展示了过
硬的操作能力，奉献了一场质量极高
的精彩对决。

护理部对此次比赛中选手们展
现出的良好职业素养和规范的急救
操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比赛中各参

赛队伍在技术要点、团队配合等方面
提出了改进建议。这次比赛是对护
理单元急救团队的一次考核检阅，也
是培养和造就技能过硬团队的重要
举措，旨在发现短板，对标找差，持续
改进。

武进人民医院开展护理急救技能竞赛

技能比拼展风采，急救练兵促提升

时间
11月15日（周二）18:30—19:30
11月16日（周三）15:00—16:00
11月16日（周三）8:30—10:30
11月17日（周四）12:00—13:00
11月18日（周五）10:00—11:00
11月19日（周六）10:00—11:00
11月19日（周六）14:00—15:00

11月21日（下周一）14:00—15:00

地点（线上平台）
腾讯会议

常州市儿童医院多功能会议室
常州二院阳湖院区门诊大厅

门诊产科二楼B1-08
腾讯会议

门诊产科二楼B1-08
腾讯会议
腾讯会议

志愿服务内容
手挤奶、奶泵吸奶训练营

“世界早产儿日”向日葵公益课堂
慢阻肺日义诊活动

生育舞蹈
产后避孕教育
孕期瑜伽

准爸爸训练营
产前检查重点及注意事项

志愿服务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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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史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