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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病
□本报通讯员 卫监

12月14日-15日，常州市卫生监
督所和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对
市属医疗美容机构开展监督检查。

根据《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题专项
治理》文件要求，常州市卫生监督所行
政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医疗机构开展

的医疗美容项目、人员资质和医疗文书
质量等方面的情况。检查发现，市属医
疗美容机构开展的医疗美容项目、人员
资质等均符合要求。个别机构存在医
疗文书书写不规范的情况，行政执法人
员当即要求医疗机构进行整改。

下一步，常州市卫生监督所将组织
回头看，对整改情况继续跟进监督，切
实督促医疗美容机构落实主体责任，进
一步规范医疗行为、提升医疗质量，全
力保障爱美人士的健康权益。

我市对市属医疗美容机构
开展监督检查

□本报通讯员 杜蘅

“谁能想到，这个小毛病让我吃足
了苦头。要不是你们，我就去截趾
了！”家住四川的顾奶奶感慨道。

顾奶奶今年78岁，早在青春期，
她就感觉自己双足大拇趾和其他姐
妹不太一样，有点凸出，不过，除了不
能穿漂亮的高跟鞋以外也没有其他
不舒服，也就没有当回事。直到20多
年前，她发现自己的双足越来越难
看，特别是拇趾向相邻的第2趾头方
向严重倾斜，拇趾根部则向内侧凸
起，她不得不比平时穿大一码鞋子，
而且走路时间一长就会觉得脚尖和
脚底酸痛。

今年，顾奶奶发现自己的第2脚
趾被挤压得开始上翘，脚趾缝的皮
肤也经常破溃发炎，合脚的鞋子越
来越难找，甚至不能落地走路。她
到当地医院就诊咨询，被告知要截
趾。顾奶奶一听要截趾，就放弃了
治疗的念头。

前段时间，顾奶奶的子女将她从
老家接到常州生活，看着顾奶奶步履
蹒跚，每走一步像是在过刀山火海一
样，于是决定带她到市四院就诊。

市四院骨科主治医师李桂军经过
体格检查及专科检查，判断顾奶奶已
经是重度拇外翻，需要手术干预。由
于顾奶奶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
史，而且双足皮肤色素沉着明显，局部
皮肤弹性差，供血不是很好，如果采取
传统切开矫形术有可能会发生伤口不
愈合等并发症，李桂军最终决定采用
微创截骨矫正拇外翻术。

经过充分沟通后，顾奶奶同意接

受这个手术方案，“只要不截趾就行，
去掉一点骨头没有关系。”顾奶奶接受
了双足微创截骨矫正术，整个手术仅
耗时45分钟。经过医护人员精心诊
疗与护理，术后第3天，顾奶奶就能下
床活动了。

“早知道有这样的手术方式，我早
就做手术了，说不定还能穿穿高跟鞋
呢！”顾奶奶看着自己矫正的双足，开
心地说。

李桂军介绍：“我们根据顾奶奶
的站立位、走路姿势等生物力学及足
部功能学等设计了微创手术方案，并
利用专用器械为顾奶奶进行了大脚
骨截骨矫正，同时进行了拇收肌松
解，使其外翻的拇趾尽可能恢复正常
平衡关系。这种手术方式具有创伤
小、恢复快、不留疤痕的优点，而且不
需要钢板或螺钉固定，不需要二次手
术取钢板等，住院时间比较短，手术
花费小。”

毛病虽小却痛苦万分
小切口来解决大问题

□本报通讯员 一萱

“感谢王跃涛主任，精准找出我胸
闷胸痛的原因，继而得到及时救治，现
在我的胸口再也没出现不舒服的感
觉，整个人精神多了。”近日，在市一院
核医学科专家门诊，前来复诊的郭女
士感激万分。

郭女士今年38岁，经营着一家烧
烤店生意，平时生意红火，经常工作到
凌晨。从去年年底开始，她在劳累后
经常会感觉身体不适，“忙的时候总有
胸口发闷的感觉，有时还有阵痛，每次
发作持续十多分钟。”

郭女士曾前往当地医院就诊，相
关影像资料显示，她的心脏上有两条
冠状动脉血管内壁的多个地方出现斑
块，管腔已经轻中度狭窄，另有一血管
的管腔已有近一半堵塞。由于冠状动
脉狭窄程度处于临界病变，没达到必
须放支架的标准，郭女士按医嘱进行
药物治疗，并密切随访观察。

然而好景不长，出院后没多久，
郭女士的胸口又开始不舒服起来，她
便预约了市一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
杨晓宇的专家门诊。结合临床表现
和既往的影像资料，杨晓宇建议找核
医学科王跃涛主任做运动+静息心肌
灌注显像检查，进一步评估心肌缺血
的情况。

“郭女士左前降支供血区域的
心肌出现大范围可逆性的心肌缺
血，虽然冠脉造影显示冠脉狭窄程
度不重，但心肌灌注显像显示已经
引发严重的心肌缺血，必须尽快植
入支架进行冠脉血运重建，否则可
能会产生严重后果，甚至有生命危
险。”王跃涛表示。

郭女士住进一院，结合核素心肌
灌注显像检查结果，杨晓宇团队立即
开展冠状动脉前降支支架植入术，术
后她没有出现过胸痛的症状。

王跃涛介绍，核素心肌灌注显像
是目前诊断冠心病心肌缺血最可靠的
无创性影像学诊断技术，具有简单、无
创伤、安全、诊断准确性高等优点，可
以直接判断心肌是否缺血，同时准确
评价哪支病变血管导致心肌缺血（也
称之为“罪犯血管”），进而指导临床精
准对罪犯血管进行支架植入。

冠状动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
“金标准”，但无法直接反映心肌缺血
的程度。因此，在进行有创的冠状动
脉造影之前，有必要对心肌缺血进行
无创评估，而核素心肌灌注显像作为
医生的“火眼金睛”，就是有效的方法
之一。

“郭女士的情况非常典型，核素心
肌灌注显像检查效果也很明显。市民
如出现胸闷、憋气、胸口疼等冠心病症
状，可以通过核素心肌灌注显像进行
确诊，如果已经确诊为冠心病，核素心
肌灌注显像可帮助评估预后和进行危
险度分层，指导临床制定治疗方案，如

药物治疗、支架或者搭桥治疗。”王跃
涛说。

近年来，市一院核医学科在冠心
病多模态无创诊断、心肌缺血诊断和

存活心肌诊断领域居国内领先水平，
并已将创新技术推广至23个省的100
余所医院，心脏核医学创新成果在国
内排名前列。

38岁女子频发胸闷胸痛

“火眼金睛”找出元凶

王跃涛 市一院核医学科主任、主
任医师、专业技术二级、博士生导师、
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苏州大学核医学与分子
影像临床转化研究所所长，常州市分
子影像重点实验室主任。他担任中国
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副会长，中
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全国常委、秘书
长兼心脏核医学学组组长，中华医学
会心血管病分会心血管影像学组副组
长，中国医院协会医学影像中心分会
副主委，《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
志》常务编委，江苏省医学会核医学分
会第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医

师协会核医学分会候任会长。
他是全国知名的核医学专家、著名

的心血管核医学及影像专家、江苏省核
医学领军人才，在冠心病无创影像诊断
领域有突出造诣。近年来，他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项、江苏省重
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2项，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中华系列论文
70余篇。他主持制定我国首部《核素心
肌显像临床应用指南》和《核素心肌显
像规范化报告书写专家共识》，参与制
定我国核医学行业规范、指南和专家共
识10余部，副主编全国高等学校五年制
本科临床医学教材《核医学实习指
导》。他以第一完成人获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2019年度）、第二完成人获省科
学技术奖一等奖两项（2021年度，2022
年度），第一完成人获江苏省医学新技
术引进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共6项，指导
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50余名。

近年来，他先后获得“第四届国
之名医·卓越建树”“江苏省首届医师
奖”“江苏省卫生健康先进工作者”

“江苏省卫生健康行业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称号。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

李桂军 市四院骨科主治医
师，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擅长创
伤骨科及足部矫形，尤其擅长拇外
翻矫形，在拇外翻矫形方面他主持
常州科技局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一
项，市卫健委重大项目一项，针对
拇外翻发表北图核心以上期刊论
文数篇。

专家简介

□本报通讯员 周欢欢

今年10至11月，在我市部分爱心
团体的关心和支持下，7195 人献血

206433毫升，保障了充足而安全的血
液供应，帮助患者重获新生和健康。
我们的城市因奉献而温暖！现将我市
10月、11月团体献血情况公示如下：

10—11月爱心献血光荣榜

单位
常州富都青枫苑宾馆
中信银行常州分行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常州供电公司
柳工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工学院（巫山路校区）
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
常州市武进区公务员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
常州市武进区太湖湾旅游度假区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
常州交通技师学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武进区城管局
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
浙商银行常州分行
常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
常州冠恒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常州市教育局及下属单位
常州大学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一点点奶茶常州公司
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
常州市武进区南夏墅街道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
江苏理工学院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支行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合计

人数
24
22
55
57
91
49

1642
178
121
141
151
64
115
37
54
18
425
171
10
26
93
105
5

486
833
20
23
5

235
122
41

1195
11
37
533
7195

献血量（毫升）
4800
5800
17200
18900
24900
16800
449820
50600
39290
43600
49900
18420
38800
11300
13300
6000

124370
57100
2700
8300
29900
33900
1600

108830
243100
5800
6800
1700
73100
39300
11000
334000
3600
13500
156300
2064330

□本报通讯员 武医宣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调
整，“囤药”“吃药”成为大家茶余饭后
的焦点话题。退烧、止咳、抗病毒、抗
菌药物等药品更是成为热门关注对
象，相应的药物也被囤入家庭药箱。
但在购买及使用药品的过程中，该如
何科学选购和安全使用则更为重要。
就近期广大群众最关心的话题，武进
人民医院临床药学科主管药师范伟伟
为大家科普居家安全用药注意事项。

不需要大量囤药

结合目前新冠的症状，可依据感
冒症状进行治疗，结合自己平时治疗
感冒的方式，备点对症的药，但没必要
多种类大量的囤药。

另外，大家可以在家里备一些其
他常见疾病可能会用到的药品，比如
肠胃功能差出现腹泻，可以备止泻药，
如：蒙脱石散等。

没有症状不要吃药

退热药、感冒药、止咳药、化痰药
都不能预防新冠，更不能根治，只能缓
解症状，盲目服药不可取。

选择对症治疗药物

感冒时经常出现发热、流鼻涕、鼻
塞、打喷嚏、咽疼、咳嗽、咳痰等，可以
针对某一症状选用含有单一有效成分
的药物对症支持治疗，减少不必要的

药物使用。
发热是人体启动免疫功能的表

现，对于体温≥38.5℃和（或）出现明显
不适时，可选择单用对乙酰氨基酚或
者布洛芬，两个药不建议交叉使用，因
为可能会导致用药差错和增加副作
用。

针对发热、头痛、嗓子痛等疼痛症
状，或者没有发热仅有疼痛症状时，药
物选择上可以只服用含单一药物成分
的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

咳嗽也是机体自我保护的手段，
大于1岁儿童可给予蜂蜜或其他温热
流质（汤、茶等）。成人可以选择含右
美沙芬的药物。如咳嗽有痰，而且痰
不易咳出时，可选择含单一药物成分
氨溴索、乙酰半胱氨酸或愈创甘油醚

的化痰药。
若出现流鼻涕，可选择氯苯那敏、

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若鼻塞症状明
显，可选择含有伪麻黄碱的药物。

多个感冒症状同时出现时，可针
对症状选择含有相应有效成分组合的
复方感冒药。（如图）

不要多吃药
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不要在短时间内重复用药，退烧
药每4—6小时才可重复使用1次。另
外，也不要同时吃多种退烧药，摄入过
多，并不会让退烧更快，反而增加药物
不良反应的发生。

服用药物时一定要仔细阅读药品
说明书，明确自己是否存在用药禁用

或慎用的情况；看清楚药品主要成分，
特别是复方感冒药物、中成药，其中一
些药物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如果吃
了复方药物，就不要再吃退烧药，否则
可能药物过量摄入，导致急性肝功能
损伤。

另外，儿童用药不是单纯的药量
减半，一定要按照说明书仔细计算小
朋友该吃多少。

不要擅自服用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是针对细菌感染，而新
型冠状病毒是一种病毒，抗菌药物不
能作用于病毒，并且随意使用抗菌药
物还会增加细菌耐药风险。抗菌药物
建议在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使用。

用药注意事项

含有氯苯那敏或者苯海拉明的感
冒药服用后可能会引起嗜睡，建议睡
前或者夜间服药。如白天服用，注意
不要开车或者操作精密仪器，或者可
以选择分为日夜片的感冒药，其中白
天的药片不含抗过敏药。

服用退烧药、感冒药后不要饮酒，
酒精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服用对
乙酰氨基酚期间饮酒，会损害肝脏，因
此，服用此类药物期间应避免饮酒或
含酒精的饮料。

需要注意药品保存方式，在正确
的贮存条件下，才能够保证药品质
量。一般药品要常温、避光、阴凉保
存。具体每种药品的储存方法，可参
考药品说明书。

每个人都是健康第一责任人，面
对眼花缭乱的用药清单和囤药狂潮，
做好个人防护和增强免疫力是关键，
科学用药，保证健康。

科学备药不盲从，合理用药享健康

杏林撷英

□本报通讯员 二宣

近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中国营养学会共同启动全国老年
营养改善行动，发布了新版的《中国老
年人膳食指南（2022）》。《指南》首次
对一般老年人（65～79岁人群）和高
龄老年人（80岁及以上人群）分别进
行膳食指导。

当下，不少老年人出现能量摄入不
足、体重减轻、皮下脂肪减少、肌肉质量
减轻、功能状态减弱等情况。所以，在
一般成年人平衡膳食的基础上，应该为
老年人提供更加丰富多样且易于消化
吸收利用的食物。

此次发布的《指南》特别细化了对
于老年人具体饮食量的要求。例如，动
物性食物摄入总量要争取达到每日
120克到150克。其中，鱼40克到50
克、畜禽肉40克到50克、蛋类40克到
50克。推荐每日饮用300～400毫升
牛奶或蛋白质含量相当的奶制品。同
时，要保证摄入充足的大豆类制品，达

到每日吃相当于15克大豆的水平。
市二院老年科主任叶新华说：“老

年人因为顾虑高血压、糖尿病、痛风，所
以在吃的方面特别担心，可能会过度控
制营养的摄入。其实，我们每天要完成
各种生理功能，必须要有蛋白质参与。
老年人走得慢，步子比较小或者爬不动
楼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肌肉力量不
够。新版《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强调，
不能用蔬菜代替水果，且要尽可能选择
不同种类的水果；动物性食物换着吃，
保证能充分摄入畜肉、禽肉及鱼虾类食
物。要努力做到餐餐有蔬菜，特别注意
多选深色叶菜，如油菜、青菜、菠菜、紫
甘蓝等。”

“膳食纤维也是很重要的。”叶新华
解释，“蔬菜和水果当中也有很多膳食
纤维，它能辅助改善我们的糖代谢和脂
代谢。因此，我们要有意识地去增加含
膳食纤维的主食，像红薯、山药、芋头和
土豆。尤其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
多数还是以碳水为主，牛奶和鸡蛋的摄
入远远没有达标。”

叶新华同时建议，在给老年人制作
菜品时，要尽量细、软、烂，要充分照顾
到老人的消化功能。

老年人怎么吃才能提高免疫力？
健康知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