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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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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卫士24+志愿服务为大家 （11月1日-11月7日活动安排）

民谚对秋冬进补膏方素有“秋冬
补一补，来春上山打老虎”一说。秋
冬季是人体调养和滋补的最佳时
机。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由江苏省
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江苏省中医药

学会支持，武进中医医院举办的江苏
省“中医药就在你身边”中医药文化
科普巡讲和“中医江苏行、健康你我
他”系列活动暨第七届武进中医膏方
节将于 11月 13 日隆重开幕。本次

活动特邀江苏省中医药研究中心主
任、江苏省中医药学会秘书长黄亚博
率江苏省名中医奚肇庆、全国首届杰
出女中医师谈勇及张工彧、王旭、朱
方石等知名中医专家来院坐诊，为广

大群众辨证施治、量身定制养生膏
方。活动当天，还将举办一场健康养
生科普报告会，广大群众届时可报名
前往。

曹艳

“中医江苏行、健康你我他”

第七届武进中医膏方节即将开幕
时间：11月13日（周日） 地点：武进中医医院门诊三楼原体检中心

黄亚博（领队）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江苏省中医药、中西医结合学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江苏中医药》杂志主
编，研究员，教授，研究生导师。从事
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研究30多年，博
采众长，擅长将中医体质学结合辨证
辨病应用于膏方，对亚健康状态的综
合调理、肿瘤放化疗和术后的中医调
理有较深的研究。先后荣获中国中西
医结合贡献奖、江苏省首席科技传播
中医药专家等荣誉。

奚肇庆
江苏省名中医、南京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中医

师。擅长应用经典古方治疗各种肺系
疾病、心脑血管病、老年病、小儿咳喘
及各种内科疑难杂病及体质调理。

谈 勇
全国首届杰出女中医师、江苏省

名中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中医
师。擅长治疗生殖障碍性疾病、多囊
卵巢综合征、不孕症、流产、妇科疑难
杂症及体质调理等。

张工彧
金陵医派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江苏省中医院副主任医师、南
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专攻心脑血管
和脾胃系统疾病，对肺纤维化、顽固性
失眠、顽固性头痛、内分泌失调、肿瘤

等疑难杂病亦有独特疗效。
朱方石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病研

究室主任，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擅
长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胃肠病及亚
健康调理，主持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
计划、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科研课题。

王 旭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教研室

副主任、主任中医师、教授，博士生导
师。擅长于内分泌代谢病如糖尿病、
甲状腺疾病、痛风、黄褐斑、更年期综
合症等以及老年病、疑难病等诊治。

周国仁
武进名中医、武进中医医院副主

任中医师，主治内科杂病，擅长脾胃
病、哮喘病、肿瘤术后、亚健康等的中
医治疗，并对膏方、药材浸酒的选药配
制具有丰富经验。

许芸斐
武进中医医院副主任中医师，南

京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从事中医
内科、妇科工作二十余年，对于内科常
见病，尤其是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
功能性胃肠疾病、哮喘、慢性尿路感
染、失眠等及妇科疾病如慢性盆腔炎、
痛经、更年期综合症的中医治疗有一
定的临床经验，兼治痤疮、色斑等皮肤
病，对于中医养生保健方面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

专家组

日前，常州市医学会举办医疗鉴
定专家第二、第三期培训班。市卫计
委副主任、市医学会会长汪晓东做开
班动员，市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徐瑞玉
主持开班仪式，市卫计委医政处处长
刘琰、市医学会秘书长郑培新出席培

训班。
本次培训班特邀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王增良主任法医师、江苏省
医学会医学鉴定中心主任蒋士浩研
究员分别就《医疗损害鉴定意见的
质证与认证》、《做好医疗损害鉴定

工作的思考》进行了专题授课。市
医学会医鉴办高觉主任就常州市医
学会医疗鉴定工作做了汇报，并就
医学会为何要承担医疗鉴定工作及
如何做好医疗鉴定工作等相关事项
进行了授课。

全市 620 名医疗鉴定专家参
加培训。参加培训并考核合格的
专家，将受聘为常州市医学会新
一届医疗鉴定专家库成员，参加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医疗损害鉴
定工作。

今年10月29日是第11个“世界
脑卒中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Face
the Facts：Stroke is Treatable”，中
文主题是“正视卒中、可防可治”。为
了向广大群众普及脑卒中防治知识，
降低脑卒中发病率、复发率、致残率及
死亡率，10月28日上午，武进中医医
院组织专家团队在湖塘聚湖社区开展
了以“关注中年人的中风风险”为主题
的中国卒中学会红手环志愿者大型义
诊活动。

义诊现场，专家们耐心、细致地为
到场的广大市民测血压和血糖，提供
义诊和咨询服务。神经内科主任、主
任中医师金华锋介绍，脑卒中俗称“中
风”，被称为“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

是一个具有高患病率、高发病率、高死
亡率和高致残率的“四高”疾病。随着
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脑卒中患者越来
越多，且大部分患者生活不能自理，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脑卒中可
以有效预防，以改变不良生活方式为
基础，做到控制高血压、防治糖尿病、
保持情绪平稳、防止大便秘结、充足饮
水、坚持体育锻炼、清淡饮食和戒烟、
少酒，并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当天，10余位红手环志愿者组成
的医疗团队接待义诊和咨询的群众约
150余人，免费测血糖、血压各60余人
次，现场发放脑卒中健康教育宣传资
料300余份。

曹艳 潘英

10月27日晚，“无偿献血与志愿服
务知识进校园”系列科普讲座在江苏理
工学院拉开帷幕，246名大学生参加。
此为2016学年高校巡回讲座的第一
站，后续讲座将在其他高校陆续开展，
志愿者们在参加讲座之后也将走向全
市各献血点参加志愿服务见习。

截至10月29日，系列讲座已走进
3所高校，698名大学生参加学习。根
据系列讲座内容安排，市中心血站血
液专家和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总队的讲
师为大学生们讲解血液常识及志愿服

务知识，重点介绍献血者基本条件、献
血注意事项、无偿献血意义、国内外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发展历程、参加志愿
服务注意事项等，并对普遍存在疑惑
的问题进行说明。

每场讲座中，现场气氛热烈，志愿
者们认真听讲，积极参加互动，在知识
问答环节中，大学生们踊跃开展抢答。
参加讲座的大学生们纷纷表示要争做

“平凡而伟大”的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志
愿者,为无偿献血事业尽一份力。

孙华英 刘星 胡霄

武进中医医院开展

第 个“世界脑卒中日”义诊

无偿献血与志愿服务知识进校园
系列科普讲座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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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在全国第三个扶贫日
之际，我市老干部局、市老科协派出胡
智伟、陈旭、何文健、单德成等四位退休
医疗专家赴响水县，参加我省首次开展
的“银发人才”扶贫行动，先后到南河镇
王集村、运河四套村和正茂村进行义诊
二百多人次，发放卫生科普宣传资料，
普及先进的卫生理念，与当地医生签订
了《结对帮扶意愿书》，深受群众欢迎和
赞扬。

杨安 徐婕 博爱

“银发人才”
在响水

市医学会举办医疗鉴定专家培训班

在美国堪萨斯城的圣卢克（St
Luke）医院，一群护士和美国畸形儿基
金会的志愿者们特意为新生儿重症监
护室（NICU）的35名婴儿设计并制作
了万圣节服装，帮助他们庆祝人生的
第一个万圣节。

这些婴儿分别被装扮成超级女
侠、蝙蝠侠、美国队长和彩色蝴蝶等。
当地的三位摄影师志愿为每个宝贝拍
照，并将照片赠予孩子的父母珍藏。
据悉，这些摄影师的孩子也曾在NICU

待过。
除了服装，这个婴儿“大家庭”还

将提供印有“不给糖就捣乱，闻闻我的
小脚”的脚印卡片、儿童万圣节书籍及
手工织造且装满糖果的南瓜。

其中一名婴儿的父亲说：“原来
真的会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做这些服
装，并试图在医院为孩子们营造正
常的节日氛围，这对我们来说意义
非凡。”

来源：凤凰网

美志愿者在医院
为数十名重症新生儿过万圣节

时间
11月1日（周二）09：00-09:30
11月1日（周二）14：30-15:00
11月1日（周二）14:00-15:30
11月1日(周二)19:30-20:30
11月1日（周二）14:30-15:30
11月2日(周三)08:30-11:30
11月2日（周三）02:30-03:30
11月2日(周三)19:30-20:30
11月3日（周四）14:30-15:30
11月3日（周四）15:00-16:00
11月3日（周四）14:30-15:30
11月3日(周四)19:30-20:30
11月4日（周五）09:00-09:30
11月4日（周五）14:30-15:00
11月4日（周五）14:00-15:00
11月5日（周六）09:00-11:00
11月5日（周六）09.00-10:30
11月5日（周六）14:00-15:30
11月6日（周日）09.00-10:30
11月7日（周一）09：00-09:30
11月7日（周一）08:30-09:30
11月7日(周一)19:30-20:30
11月7日（周一）14:30-15:30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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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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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楼肾内科示教室
茶山幼儿园

市三院1号楼19楼体检中心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妇幼保健院病房大楼六楼活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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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楼5楼孕妇学校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东方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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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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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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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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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三十三）

“糖友夜校”
《慢性肾脏病饮食指导》健康讲座

儿童近视检测与健康讲座
《糖尿病足病早期识别与治疗》

“糖友夜校”
孕妈营养DIY（预约课、现场营养师指导配餐及烹饪）

好爸爸课堂：产后科学坐月子、母乳喂养、婴儿护理指导
《糖尿病患者如何吃》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
母乳喂养系列知识（孕周>28周的孕妇）

拉美兹呼吸减痛法（预约课，孕周>28周的孕妇）
送健康公益健教行动

《病理性产科注意事项及处理》
科学产检及孕期常见问题处理（孕周>15周的孕妇）
婴幼儿生长与行为发育特点（0-3岁宝宝家长）

孕期营养指导
快乐产妇（介绍无痛分娩方法和好处，孕期全程）

孕妈妈学校（二十九）
“糖友夜校”

《糖尿病的防治&血糖的自我监测》健康讲座

开展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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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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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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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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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