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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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湖院区
地址：滆湖中路68号
电话：0519-81099988
常州市中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25号
电话：0519-8812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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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钟楼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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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69808033
常州市口腔医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钟楼院区）
地址：北直街61号
电话：0519-86804028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地址：延陵东路288号
电话：0519-69800506
武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本部：永宁北路2号
电话：0519-85579150
南院：武进区滆湖东路85号
电话：13915837120
武进中医医院
地址：武进区人民西路6号
电话：0519-86582737

第904医院常州医疗区
地址：和平北路55号
总机：83064888
常州市医疗急救中心（院前急救）
电话：120
常州市非急救医疗转运
（康复出院、卧式转运）
电话：962120
常州易可中医门诊部
筋伤中心：85522735
脑病中心：85522791
脉管中心：85522730
地址：晋陵中路576号奥韵家园旁
北极星口腔连锁
钟楼机构
地址：劳动西路201号
（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大楼）
新北机构
地址：通江中路268号（道生中心旁）
武进机构
地址：花园街新城南都158号
天宁机构
地址：飞龙东路429号（永宁欧尚旁）
青枫机构
地址：星港路港龙华庭A栋4-101
（地铁青枫公园站2号出口）
总机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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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20611
九洲店：
钟楼区兰陵九洲新世界四楼
电话：88120633
常州激光医院
地址：常州市清潭路270号
电话：0519-88665959

便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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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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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本报讯 “当时真的害怕，这
次十分感谢市妇保院产科陈丽云
团队，救了我的女儿，救了我的小
外孙。要不是抢救及时，后果不
敢想象！”说起这一危急时刻，夏
女士的母亲仍心有余悸。

原来，就在前几天，夏女士感
觉到腹痛并伴有不规则宫缩，市
妇保院产科主任医师陈丽云警惕
地发现，其有胎心减速现象，并持
续在一分钟以上。发现险情后，
陈丽云当机立断，第一时间开启
绿色通道，在麻醉科、手术室的通
力配合下，行紧急剖宫产，成功救
下命悬一“线”的胎儿，顺利产下

一名6斤6两的男婴，
母子平安。

陈丽云表示，从
发现胎心减速到胎儿
娩出仅用了13分钟，
是真正意义上和死神
抢时间。手术过程
中，可以明显看到脐
带已经黄染水肿，脐
血管质地硬，剖视可
见条形凝血块，确认

为脐带血栓。她介绍，脐带是胎
儿的生命线，一旦发生脐带血栓，

“生命通道”将会变成“夺命绳
索”，轻则导致胎儿缺氧，严重时
危及胎儿生命。

脐带血栓在临床极其罕见，且目
前并没有医疗手段可以提前诊断。
一般见于妊娠合并易栓症、宫内感染
的孕妇，孕期有凝血功能过强的孕妇
需要警惕。孕晚期一定要注意自数
胎动，有异常随时到院；必要时需要
借助远程胎心监护来监测。

陈丽云提醒广大孕妇，一定
要按时进行产检，尤其是存在高
危因素的孕妇，在孕晚期更要加
强监护、数好胎动，重视胎动的频
率和次数，当感觉到胎动异常时
尽早就诊。如胎动特别频繁或次
数减少，甚至停止，提示胎儿宫内
缺氧，应立即就医。

本报讯 为有效推动医疗服
务高质量发展，市儿童医院日前
开展第四届“改善医疗服务十大
举措”评选活动。

经过前期组织，全院各科室积
极参与，共申报改善医疗服务举措
33项，内容涉及管理类、医疗医技
药事类、护理类、后勤类等。医院
开展了现场评审会，各申报科室从
服务背景、具体内容和成效等方面
进行全面汇报。活动现场，通过大
众微信评选的方式进行无记名投

票，评选出医院第四届“改善医疗
服务十大举措”共计12项。

办公室《“疫”路同行齐守
护——为对外援助抗疫职工子女
开通就医“绿色通道”》，护理部
《便民核酸采样点》，门诊办《爱的
传递——门诊家长课堂》，医保办
《DRG院端系统助力医院管理降
低病人消耗》，医务处、门诊办、信
息处《妇幼健康信息系统 护航儿
童健康成长》入选管理类改善医疗
服务举措；眼科《眼科开设夜门
诊》，皮肤科《足不出户，医在身
边》、新生儿科《“向日葵”早产儿俱
乐部》入选医疗医技药事类改善医

疗服务举措；康复骨科《儿童握力
器在上肢骨折患儿围手术期功能
锻炼的使用》，门诊服务中心、信息
处《e网防疫、你我有约——疫情
期间预约住院惠及患儿》，泌尿外
科《优化包皮日间手术住院流程》
入选护理类改善医疗服务举措；保
卫处《住院病人外卖配送服务》入
选后勤类改善医疗服务举措。

市儿童医院将继续创新突
破，以“一切为了儿童健康”为服
务宗旨，立足岗位，服务儿童，进
一步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尽快
把医院建设成为高水平现代化儿
童区域中心。

“每周五，老顾都到常州易
可中医门诊参加艺动帕金森俱
乐部活动，我来当志愿者，按照
魏教授开出的食疗方为大家准
备午餐。”李阿姨高兴地表示，患
帕金森多年的老伴走路稳了，不
流口水了，起夜次数减少了，她
也能睡安稳觉了。

“照顾老顾，最近短短 2个
月，我就瘦了整整20斤。”李阿姨
说，顾老伯患帕金森8年，腿部僵
硬，走路迟缓，2016到2017年间
三次去北京看病，但病情还是不
断发展，特别是最近几个月，老
顾的情况很糟糕：虽然美多芭加
量到一天2片，但仍然3至4天才
大便一次，每次还要用上开塞
露；吞咽困难，吃饭时口水止不
住地流；失眠、每晚起夜5、6次，
躺下刚有睡意，就又要爬起来上
厕所，整晚都不能睡觉。

无奈之下，李阿姨慕名找到
3位上海名医开的易可中医连锁
集团总部、无锡易可中医院常州
分诊点——常州易可中医门
诊。“老顾在家里饭吃不好，睡不
着觉，不能动，能不能早点安
排？外地报销，怎么办？”几乎每
天，常州分诊点都能接到李阿姨
咨询住院安排的电话。

尽 管 一 床 难
求，但经过与无锡
总部医院充分沟
通、协调，顾老伯
顺利住进了无锡易
可中医院魏氏脑病
中心帕金森病区。
国内顶尖中西医专
家——中华中医药
学会脑病分会副主
任委员、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曙光医
院魏江磊教授和上海新华医院
刘振国教授联合会诊，为顾老伯
制定了帕金森中西医结合FIX
系统治疗方案。无锡易可中医
院魏氏脑病中心帕金森病区主
任吴建军介绍，在动态测评基础
上，由上海中西医专家联合会
诊，精准定制顾老伯的门诊治疗
方案，之后由专业医护团队同步
追踪、测评并调整方案，确保治
疗效果。

带着定制的门诊治疗方案，
顾老伯回到常州易可中医门诊，
由魏教授学生周慧医师严格执
行。同时，吴建军主任定期到常
州巡诊，为顾老伯复查。

每周五上午，顾老伯准时
参加“艺动帕金森”俱乐部活
动。病友们一起唱歌，一起画
画，一起做药食膳，看到实实在
在的疗效，家属们也纷纷加入

志愿者队伍。
延伸阅读：帕金森541创新

诊疗模式简介
近年，魏江磊教授在无锡参

与易可中医医生团队的创建，率
先打造了江苏省帕金森病专业
病区，20多人的专家团队负责管
理 3000 多平方米的帕金森诊疗
专区。

2021年，刘振国教授领衔执
笔的《中国帕金森病诊疗专家共
识》（2020 版）正式出炉，魏江磊
在易可中医连锁集团（总部医
院+分诊点门诊）的实践成为“共
识”的重要内容。这一中西医帕
金森诊疗的模式，即以“五脏辨
证”为指导思想，运用内治、外
治、食疗、艺术治疗的“4 个处
方”，结合“住院一站式”分诊模
式，这就是备受帕金森病友赞誉
的541创新诊疗模式。

不抖不僵，为更多的帕金森患者松绑
■通讯员 奕轩

黄金13分钟，市妇保院成功抢救“脐带血栓”孕妇
■汤怡晨 妇幼宣

市儿童医院第四届“改善医疗服务十大举措”评选，共评出——

12项举措
■陈荣春 杨小霞

魏江磊教授魏江磊教授（（左左））与刘振国教授与刘振国教授（（右右））在讨在讨
论患者治疗方案论患者治疗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