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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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控在行动

（3月14日—3月20日活动安排）

天使志愿服务一周活动安排

□本报通讯员 陆敏霞 姚瑶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
部是我市成立最早、最专业的公立职
业健康检查机构，也是全市唯一一家
省级考评 A 等的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历年来，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门诊部一直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专
业的态度开展职业健康体检服务，为
企业制订一岗一方案，达到符合规范
和节约成本的双重效果。同时，秉持
高质量服务企业的理念，兼顾企业生
产安排和职业健康体检的需要，放弃
周末休息，为企业安排专班体检；多
次到溧阳、金坛、新北等地，为企业提

供现场体检服务。
近年来，风电、锂电、光伏等新能

源企业集聚龙城，不少新能源企业
涉及放射工艺，需进行放射工作人
员的职业健康检查，眼底和染色体
畸变及微核分析是放射工作人员的
必检项目。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购置先进的全自动免散瞳眼底照
相机，使眼底检查更安全更轻松。
同时，引进染色体畸变及微核分析
仪，打破常州地区染色体畸变及微
核分析需委托外市职业健康检查机
构的僵局，大大提高检测效率，缩短
报告出具时限。

在此基础上，常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体检能力和服务品质均有了进
一步提升，为常州的“新能源之都”建
设贡献疾控力量。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一步提升体检能力和服务品质

助力“新能源之都”建设
□本报通讯员 李薇 汤晓璐

大地春回，草木萌生，在这个温暖
和煦的季节，新北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医护人员的心里也是暖暖的。他们
收获了一面面锦旗，诉说着医患之间
普通平凡却又格外温暖的故事。

3月 3日上午，薛家人民医院二
病区收到了一面赠予副主任医师刘
洪及外科全体医护人员的锦旗。2月
初，患者顾某、陶某，因煮饭时煤气起
火致面部及双手烧伤，经外院清创后

从丹阳被火速送到薛家人民医院。
刘洪接诊后，仔细查看了两人的创面
情况，面部、双手浅II度烧伤，烧伤面
积大于10%。两位患者烧伤初期创
面渗液较多，考虑到创面包扎对个人
生活造成不便，刘洪和护士长陈旭亚
在第一时间详细讨论并制定了诊疗
及护理方案，协助两位患者完成一系
列检查，同时认真研究制定功能性锻
炼方案以防止瘢痕产生。在医护人
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两位患者逐渐
康复了。

无独有偶，同样是3月3日上午，
两位患者手拿锦旗走进了魏村街道安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将锦旗递
给了骆杰敏医生。其中一名患者家属
还写了一封感谢信，表达对医院及骆
杰敏的感激之情。据了解，患者毛某
长期患有慢性高血压及糖尿病，平时
一直由骆杰敏为其用药指导和健康管
理，骆杰敏每次都非常耐心细致地回
答她的问题，并且定期随访了解情
况。一天半夜，毛某突然感觉头晕乏
力，情急之下联系了正在睡梦中的骆

杰敏，他耐心了解情况后指导其立刻
前往上级医院就诊。事后，骆杰敏主
动联系病人家属关心病人身体情况，
毛某及其家属十分感动。

此外，春江人民医院普外科病区
也收到了今年的第一面锦旗。患者潘
某，因后颈部皮脂腺囊肿伴感染，在春
江人民医院普外科住院手术治疗。住
院期间，普外科医疗组每日认真负责
的查房、无微不至的护理、严谨细致的
态度给患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
了患者和家属的一致认可。

三面锦旗，诉说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故事

常州12年老店益生良行店庆钜
惠：正宗文山精品春三七买1斤送 1
斤，20头三七折后价仅需299元每斤，
现场免费加工超细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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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就
是说三七是药材，同时也是食物，一年
四季均可服用。为方便常州市民配伍
养生调理方，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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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庆活动期间：灵芝孢子粉折后
价仅需0.7元/克，西洋参198元/斤起，
铁皮石斛498元/斤起。店庆期间各类
养生滋补佳品全部产地直供价！

活动时间：3月14日—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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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山三七买1斤送1斤，孢子粉0.7元/克

益生良行12年店庆3·15钜惠

□本报通讯员 二宣

3月9日是第十八届世界肾脏病日，市二院肾内科
团队开展了义诊、讲座、科普宣教等系列主题活动，为
广大居民普及肾脏疾病相关知识。

3月8日，市二院城中院区血液净化中心护理团队
帮扶常州仁慈医院血透室，进行“血管通路”义诊活动，
对血管通路的日常保养、血管通路出现的异常原因、及
早干预的重要性等知识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帮助改善
患者的透析质量和生活质量。

3月9日，在城中院区门诊大厅，义诊活动如期举
行。肾内科医护人员为市民免费测血糖、量血压，针对
不同的肾脏疾病类型进行专业诊疗和咨询讲解，同时
介绍肾脏疾病早期筛查工作的重要性，提醒市民增强
保健意识，对肾脏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肾病病人需要长期规律的医疗照护，他们免疫力
低下，容易发生紧急情况，是最脆弱的群体之一。外
伤、手术、感染、肾毒性药物或者妊娠等紧急意外往往
会导致肾病加重或复发，甚至面临生命危险。当患者
身体出现发热咳嗽、血压明显升高、高血钾、水肿伴少
尿或无尿、胸闷憋气不能平卧、恶心呕吐以及各种疼痛
时应紧急就医。”市二院肾内科主任刘同强希望全社会
对这个群体投以更大的关注和帮助。

“世界肾脏病日”

市二院开展“血管通路”义诊活动

本报讯（陈荣春 刘华联）常州市
门静脉高压联盟上周三在我市成立。
我市成为省内首个正式启动门静脉高
压联盟的城市。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院长助
理、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门静脉高压
联盟理事长祁小龙，市卫健委副主任
姚澄、医政处处长张乃东，市一院党委
书记华飞、副院长陈明出席，医务处主

任杨敏和市一院门静脉高压症联盟会
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及专家参加。

华飞对常州市门静脉高压联盟的
成立表示祝贺。他表示，专科联盟是医
联体的一个重要形式，此次市一院牵头
成立全市首个门静脉高压联盟，将在中
国门静脉高压联盟、江苏省门静脉高压
联盟和常州市卫健委的监督和指导下，
充分发挥牵头医院的管理优势、专科优

势和技术优势，加强横向整合、纵向联
动以及各机构之间的协作，以专科和专
病为核心有效整合全市医疗资源，提高
专病慢病的诊疗水平，提升专科重大疾
病的应急救治能力。

常州市门静脉高压联盟聘任祁小
龙为名誉理事长，华飞为理事长，陈
明、陈建平、黄锦、叶小峰、王程、朱长
红、高峰为副理事长，20位来自全市

15家医院的领导和专家为理事。
在随后召开的常州市门静脉高

压学术研讨会上，祁小龙教授、市一
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杨璟、介入放
射科主任王祁分别作《推进我国肝硬
化全程管理中心化建设》《食道胃底
静脉曲张的治疗》和《经颈静脉肝内
门体分流术在门脉高压症中的应用》
的专题讲座。

市一院牵头

全市首个门静脉高压联盟成立

时间
3月14日（周二）12:00—13:00
3月14日（周二）13:30—13:00
3月14日（周二）15:00—16:00

3月15日（周三）14:00
3月15日（周三）14:00—15:00
3月16日（周四）14:00—15:00
3月17日（周五）14:00—15:00
3月18日（周六）09:00—10:00
3月18日（周六）14:00—15:00
3月18日（周六）13:30—15:00
3月20日（下周一）08:00—9:30
3月20日（下周一）14:00—15:00

地点（线上平台）
门诊产科二楼B1-08

朝阳村
腾讯会议APP
常州市虹景小学
腾讯会议APP

常州电台
腾讯会议APP

门诊产科二楼B1-08
门诊产科二楼B1-08

常州市中心血站
门急诊综合楼3楼产科宣教室

腾讯会议APP

志愿服务内容
生育舞蹈

认识急性心肌梗死
辅食添加指导

常州儿童健康大讲堂之《春季疾病防治》科普讲座
宝宝疫苗接种知识及注意事项

孕产知识科普活动
孕产期营养
孕期瑜伽

准爸爸训练营
无偿献血知识科普
母乳喂养的好处

产后盆底功能评估及康复治疗

志愿服务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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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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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中心血站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一院钟楼院区

肾病病人应做到以下几点保护健康：
1. 日常生活中注意预防感染。

当下正是甲流、诺如病毒高发期，肾
病病人感染的风险高于普通人群数
倍，减少人群聚集，外出正确佩戴口
罩，注意个人卫生，保持环境清洁，远
离野外小动物，坚持散步、骑自行车、
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增强抵抗力，补充
维生素；

2. 注意安全，预防跌倒、外伤等
意外事件；

3. 避免滥用肾毒性药物如止痛
药、抗生素和中药等；

4.避免不必要的肾脏照射，预防
放射性肾病；

5. 育龄期女性肾病患者注意避
孕。妊娠可能会加速肾病进展，增加
流产、早产、死胎等风险，甚至影响胎
儿出生后的生长发育；

6.积极控制原发病，预防心脑血
管意外。

本报讯（陈荣春 杨小霞）“中国
脑计划”婴幼儿脑智发育重大专项复
旦儿科厦门医院队列站点启动会暨

“婴幼儿脑智发育联盟”成立仪式日前
在厦门举行，常州市儿童医院正式加
入“婴幼儿脑智发育联盟”。

“婴幼儿脑智发育联盟”由上海科
技大学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倡议
发起，目前已汇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复旦大学、常州市儿童
医院等近20家创始单位和首届理事单
位、15家参与单位。联盟以0—6岁婴
幼儿脑智发育和发育障碍相关疾病的
多模态影像研究为核心，以解开脑智发
育的复杂机制、揭示异常发育疾病根源
为目的，协同国内优势力量建立，旨在
激活婴幼儿研究学科交叉潜力，提升和
巩固我国在婴幼儿研究的国际学术地
位，逐渐走向“大数据、多中心、长期跟
踪、合作共享、产学研医交叉”的模式。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脑科学与
类脑研究，并于2021年正式启动“脑科
学与类脑研究”2030重大项目，其中儿
童、青少年脑智发育是首批布局的五
大方向之一。

由上海科技大学牵头、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厦门市儿童医
院）等9家单位联合申报获批的《基于新
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婴幼儿动态脑图
谱绘制及语言和社会情绪的发育机制
研究》项目将通过对婴幼儿大脑的发育
规律的刻画，为早期识别诊断和治疗婴
幼儿相关疾病提供关键依据，助力提升
儿童青少年脑智发育。上海科技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受到科技创新

2030—“脑科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
首批资助，常州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厦
门市儿童医院，以及上海师范大学等数
家高校和相关企业开展0—6岁婴幼儿
脑智发育大队列建设，并同步启动“脑
智发育计划”。项目将建设超过1000
名0—6岁婴幼儿基因、环境、影像、行为
纵向大队列，通过脑发育的基础研究，
更早识别、治疗如自闭症、儿童多动症
等“未解之病”，造福更多家庭。

常州市儿童医院作为本项目重要
的采集站点，将完成125例0—6岁志愿
者的招募、MRI、行为评估、脑电图等数
据采集及随访工作。医院已建立起一
支完整的婴幼儿纵向队列招募与维护、
MRI 采集、行为发育评估、脑电图采集
等方面的专业队伍，即将安装包括目前
业内顶级的3.0T科研型磁共振在内的
婴幼儿大数据关键采集设备，将建成婴
幼儿行为评估和观察实验室和脑电采
集实验室，并形成游戏互动和一站式婴
幼儿数据采集准备空间，让研究成果早
日落地，服务于广大儿童。

市儿童医院受邀加入
“婴幼儿脑智发育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