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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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地址：兰陵北路300号 电话：0519—83016036

常州市肿瘤医院 地址：怀德北路1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新北院区 地址：红河路68号 电话：0519-69806980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地址：博爱路16号 电话：0519-8810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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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85052468

解放军第102医院 地址：和平北路55号 电话：0519-83064102

常州市德安医院 地址：丽华北路157号 电话：0519-68016199

武进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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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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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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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北极星口腔连锁 地址：劳动西路201号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电话：0519-8308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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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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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的李先生，大宝7岁多，今
年国家放开二孩后，他和妻子商量再
生一个，努力了几个月不见成效，夫
妻俩到武进中医医院泌尿外科就诊，
主任蒋醒竹询问后得知，李先生时常
感觉两侧睾丸坠胀疼痛不适，久站或
活动后加剧，需静卧休息缓解。经过
详细检查，发现左侧阴囊内精索静脉
蚯蚓状团块，彩超显示左精索静脉曲
张，精液分析显示少弱精子症。蒋醒
竹建议李先生进行显微精索静脉结
扎术治疗，术后睾丸坠胀不适感明显
好转，三个月后复查精液提示精子总
数及活力等指标均有改善，此后妻子
成功怀孕。

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
逐渐建树品牌与口碑

武进中医医院泌尿外科创建于
1998年，经过近20年发展，专科已拥
有了高素质的技术人才，诊疗技术和
特色服务得到全面提升，专科业务量
在常武地区名列前茅。

男科，是泌尿外科近几年的发
展侧重方向，环境变化、现代生活节
奏加快、竞争激烈、工作压力大、精
神紧张，这些都给成年男性造成极
大的压力，加上个人生活习惯不良
等原因，男性增添了许多难以启齿
的症状。

武进中医医院拥有中医特色，结
合西医，双管齐下，疗效明显，例如，
有几味药方专治湿热下注、气滞血瘀
引起的尿频、尿痛、排尿不尽等泌尿
结石症状。这一特色在为患者减轻
负担的同时，也为医院赢得了良好的
口碑。

门诊、手术齐头并进
科学规范的专业治疗

这两年，武进中医医院先后派
遣多名优秀的专科医师到北京、上
海的男科权威医院进修学习，掌握
了最新的男科诊疗新技术，并从患
者角度出发，制定个体化的特色诊
疗方案。医院还引进了最新的德国
蔡司（ZEISS）手术显微镜，有了它的
帮助，医生可以得心应手处理各种
复杂精细的显微操作，使手术更精
细、更安全。

目前，男性科坚持走中西医结
合道路，常规开展各种男性病的诊
治，包括男性不育、少/弱/畸形精子
症、无精子症、前列腺炎、男性性功
能障碍、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睾
丸附睾病变等，有确切的中西医结
合诊疗特色。手术方面除常规开展
泌尿外科相关手术外，一些精细部
位如精索静脉、输精管、附睾、睾丸
内曲细精管等的手术正逐步走向显
微外科时代。

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
为目前先进治疗手段

据介绍，精索静脉曲张的临床
治疗通常以手术为主。目前常用
的手术方式有：精索静脉曲张手术
治疗方式主要包括腹膜后精索静
脉高位结扎术、腹腔镜下精索静脉
高位结扎术以及显微精索静脉结
扎 术 。 精 索 静 脉 结 扎 术 可 使
60%～80%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的精
液质量得到改善，术后受孕率为
20%～60%，还能提高不育症伴血

清 睾 酮 下 降 患 者
的 血 清 睾 酮 水
平 。 蒋 主 任 认 为
精 索 静 脉 曲 张 手
术 越 早 ，效 果 越
好，并且可以减少
精 索 静 脉 曲 张 对
睾 丸 功 能 的 进 一
步损害。

对 比 传 统 手
术，蒋主任认为显
微精索静脉结扎术
具有很多优点，值
得推崇。他说，以
往的处理方式容易
出现睾丸萎缩、阴
囊积液等并发症，
复发率也较高，显
微设备的出现和光
电技术的进步，使
男性进入“显微外
科”时代。显微精
索静脉结扎术保证
术后精索静脉曲张
不复发，保留睾丸
动脉，保证睾丸充
足的动脉血供，保
留全部淋巴管，保
证 顺 畅 的 淋 巴 回
流，避免术后出现
阴囊水肿和鞘膜积液，是目前治疗精
索静脉曲张最好的、最为先进的手术
方案。

武进中医医院院长杨波表示，包
括男科疾病在内的泌尿科发病率正
逐年增加，其中泌尿感染、男性不育
等男科疾病增速明显，已严重威胁广

大男性朋友的生理及心理健康，而目
前包括男科在内的泌尿外科诊疗现
状，急需加强诊疗规范，树立行业新
风。本着惠民利民的原则，武进中医
医院将以人为本、诚信服务、规范诊
疗、科学发展。

沈芸 曹艳/文 夏敏/制图

武进中医医院泌尿外科：

消除难言之隐，护航健康近二十年
“显微外科”时代，以人为本、诚信服务、规范诊疗、科学发展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高危待产病
区创新性地开展了“‘孕’动乐园”人
文关爱活动，医务人员对进入潜伏
期孕妈妈，开展“分娩球、穴位按摩、
拉玛泽呼吸运动操指导、家属陪伴、
早期自由体位落实、黄豆热敷腰骶
部穴”等非药物分娩镇痛方式，树立
分娩信心，避免急产，提高自然分娩
质量，体现人文助产理念。

钱丽 文/摄

“孕”动乐园

蒋醒竹 泌尿外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周三、五上午
李临刚 主任医师 周一、四上午，周二、五下午
陈清龙 主治医师 周六上午
朱建锋 主治医师 周四下午
吴 猛 中医师 周日上午

链接

武进中医院泌尿外科部分专家门诊时间

（上接B7版）
学名：刺激剂
俗名：毒品类物质
好吧，终于说到它了，其实这类物

质是最传统的兴奋剂之一了，主要作
用就是兴奋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让
人变得兴奋。代表物质是可卡因、甲
基苯丙胺（冰毒）。有一些具有类似作
用的药物也属于此类兴奋剂，例如麻
黄碱、伪麻黄碱。所以，运动员赛事期
间可别乱吃感冒药哦。

学名：麻醉剂
俗名：镇痛药、毒品类物质
麻醉剂和上述刺激剂一样，也是

通过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来达到兴奋
剂的效果，例如吗啡和羟考酮。不同
的是，吗啡和羟考酮本身都是药物，而

且是很重要的止痛药，适用于其他止
痛方式都无效时的急性剧痛，例如严
重创伤和癌痛。但如果给健康的运动
员使用，就成为兴奋剂了。

学名：大麻（酚）类
俗名：毒品类物质
作用与上面提到的毒品类物质相同
学名：糖皮质类固醇
俗名：激素
此类物质也是一类激素，被当做

兴奋剂使用也是因为它能够对蛋白
质、糖类和脂类代谢有调节作用。临
床上，糖皮质激素也是很重要的药物，
具有抗炎抗休克的作用，临床常用于
多种疾病如严重感染性疾病、呼吸系
统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系统疾
病等。

饿了才吃饭

有些人不是按时就餐，而是不饿
不吃饭;也有些人不吃早餐就去上班，
其理由之一就是“不饿”;还有些人工
作忙时，常常是干完活再吃饭。这些
做法容易损害胃，也会削弱人体的抗
病力。因为食物在胃内仅停留4—5小
时左右，感到饥饿时，胃早已排空，胃
粘膜这时会被胃液进行“自我消化”，
容易引起胃炎和消化道溃疡。

米面食品放凉吃

米面食品放凉后，淀粉分子就会
自动有规律地定向排列，组合成一种
质量坚硬的结晶，很难与消化液充分
混合，不易被机体吸收。这种放冷变
硬的淀粉食品，一定要经过加温重新
蒸煮，让淀粉再次吸水、膨胀，才可以
保持食品应有的营养价值。因此，米
面食品放凉后应加热后再食。

多用佐料调味

据一项抽查表明，胡椒、桂皮、五
香、丁香、小茴香、生姜等天然调味品
中有一定的诱变性和毒性，如多用调
味品，可导致人体细胞畸变，形成癌
症;会给人带来口干、咽喉痛、精神不
振、失眠等副作用；还会诱发高血压、
胃肠炎等多种疾病。

喜用热油炒菜

在烧得过热的油锅底层，容易生

成一种硬脂化合物，对人体健康极为
有害。人若常吃过热油锅炒出的菜，
易患低酸性胃炎和胃溃疡，还可能诱
发癌变。

吃豆制品越多越好

营养学家提出，黄豆中蛋白质能
阻碍人体对铁元素的吸收。过量摄
入黄豆蛋白质可抑制正常铁吸收量
的90%，从而出现缺铁性贫血，表现
出不同程度的疲倦、嗜睡等贫血症
状。所以吃豆制品不要过量，还是适
量为好。

虾米直接煮汤喝

虾米或虾皮在加工过程中容易染
上一些致癌物，如直接煮汤喝，不利于
人体健康。专家建议，可将虾米煮数
分钟后再换水煮汤，或在汤中加1—2
片维生素C，就能阻断致癌物在体内
合成。

来源：健康时报

女性染手指甲起源于唐代。唐代
诗人张祐《弹筝》诗有云：“十指纤纤玉
笋红，雁行斜过翠云中。”其中“玉笋
红”，指的就是染过的娇红指甲。指甲
油已经成了美眉们生活中少不了的妆
饰，就像化妆一样。

经常涂指甲油对身体有哪些危害

危害1、指甲油中的色素的种类比
较多，有许多人造色素是带有毒性的，
还有一些带有重金属元素，因此可能
对人体危害，大家熟知的苏丹红就是
一种致癌物质。

危害2、普通指甲油的溶剂成分基
本都是有毒或者有害的物质，其中最
厉害的，应该是邻苯二甲酸酯、苯、甲
醛，其次是丙酮、乙酸乙酯等。

危害3、传统指甲油中有种名叫酞
酸脂的物质对胎儿的健康产生影响，
这种酞酸脂若长期被人体吸收，不仅
对人健康十分有害，最容易引起孕妇
流产或生出畸形儿。

危害4、在普通指甲油中，为了达
到使指甲油快速干透的目的，加入了
大量丙酮、乙酸乙酯成
分，这两种成分属于危
险化学品，易燃易爆，
在挥发时令人炫晕。

危害5、指甲油的
一些成分可能会对一
些人造成过敏反应，病
人若在指甲油尚未完
全干透下去触碰皮肤，
可能引起过敏性的接
触性皮肤炎。

该如何正确使
用指甲油？

1、不要使用廉价
的地摊货。苯这种毒
性很强的物质，由于价
格低廉，经常被不法厂

商用作指甲油溶剂。
2、在涂指甲油前和除去指甲油

后，最好能在指甲上涂一层具有防止
色素沉积作用的保养油；

3、在涂指甲油时最好只涂指甲
的上半部分，而不涂下端半月状的白
色部分，以供指甲呼吸；或者一周以
内至少要让你的指甲休息一天，洗掉
甲油吧。

4、涂了指甲油后，最好不要用
手去拿食品，尤其是油条、蛋糕等油
脂性食品，因为指甲油中所含的化
合物是脂溶性的，容易溶解在食物
的油脂中。吃了这样的食物，会危
害健康。

5、从怀孕开始至哺乳期结束这段
时间，应彻底停止使用指甲油，有机溶
剂的毒性问题不容忽视。

总而言之，一些对身体可能造成
影响的有毒物质确实存在于指甲油里
头。但只要姑娘们购买合格产品，并
对一些小细节稍加注意，就能够避免
指甲油对健康的副作用啦。

来源：网络

“饿了才吃饭多吃豆制品”
你还要吃错多少年

十指纤纤玉笋红

涂指甲油对健康有害吗？

时间
8月9日（周二）14:30-15:30
8月9日(周二) 19:30-20:30
8月9日（周二）14:00-15:00
8月9日（周二）14:30-15:30
8月9日（周二）9:00-09:30
8月9日（周二）14:30-15:00
8月9日（周二）14:30-15:00
8月9日（周二）14:00-15:30
8月10日（周三）19:30-20:30
8月11日（周四）14:30-15:30
8月11日（周四）19:30-20:30
8月11日（周四）15:00-16:00
8月12日（周五）9:00-09:30
8月12日（周五）14:30-15:00
8月13日（周六）9:00-11:00
8月13日（周六）9:00-10:30
8月13日（周六）14:00-15:30
8月15日（周一）9:00-09:30
8月15日（周一）8:30-9:30

地点
市一院一号楼19楼肾内科示教室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市四院新北院区住院楼15楼内分泌科1号房间
市四院新北院区住院楼16楼26病区示教室

妇幼保健院2号楼2楼妇女营养科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常州市儿童医院3号楼五楼

市七院新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十九病区健教室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妇幼保健院病房大楼六楼活动室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阳湖院区住院楼4楼“孕妈妈学校”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家长学校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市七院新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三楼产科宣教室

志愿服务内容
《高钾血症的防治》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
《糖尿病饮食指导》健康宣讲
《高血压病健康知识讲座》
诊室微课堂：准妈妈营养配餐

孕妇瑜伽（预约课、建议孕周>15周的孕妇）
“向日葵”家长课堂：新生儿日常护理

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二十二）
糖友夜校

《糖尿病的药物治疗》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

好爸爸课堂：产后科学坐月子、母乳喂养、婴儿护理指导
母乳喂养系列知识（建议孕周>24周的孕妇）

拉美兹减痛分娩呼吸法（建议孕周>28周的孕妇）
《孕期瑜伽》

月子营养巧搭配（建议孕周>28周的孕妇）
婴幼儿喂养及注意事项（建议0-3岁宝宝家长）
快乐产妇（介绍无痛分娩方法和好处，孕期全程）

孕妈妈学校（二十）

开展单位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扫一扫，关注
医学会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