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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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12月5日活动安排）

大多数老便秘并非是由疾病引起，
所于泻药只能起到临时通便作用，并且
长期服泻药，肠道受损，便秘越来越严
重。果蔬通便不伤肠道，如果有种果蔬
制品，晚餐加几粒，第二天早晨轻松排
便，越吃量越少，便秘越来越轻，肠道恢
复健康，便秘消失那该多好！

古时民间相传：绿心黑豆、山楂和
金银花、菊花、绿茶用水煮熟，马齿苋
与芹菜叶炒干后加入熬制成粥。用这
些瓜果蔬菜熬制成的药膳粥，老便秘
当天吃下去，第二天确保爽快排便。
在北京，我国医学专家运用此古方研
制成新一代通便产品—“津尝通”。津
尝通不含任何泻药成份，在体内如同

一把“刷子”，把肠道里的毒便，宿便统
统刷干净。同时津尝通能调节肠道的
内环境，修复损坏的肠粘膜，恢复肠道
自主的排便功能。随着老便秘自主排
便的功能越来越强，津尝通的服用量
也越来越少，直至停用，让老便秘摆脱
便秘的困扰。

市区：龙御膳食专营店（路桥市场
北侧B座605A室）；明仁堂大药房；江
南大药房；湖塘南方大药房；溧阳和济
药房有售。

电话：0519-88050859
88291891（市区免费送货）

温馨提示：晚餐同饭嚼碎了吃，效
果最佳。现举办买4送1的优惠活动。

果蔬除便秘 肠道好健康

拔火罐是中医护理技术操
作之一，具有操作方便、疗效快
捷、经济适用等特点。武进中
医医院通过加强培训考核，定
期总结交流，不断推广中医护
理操作的开展，一些困扰患者
多时的症状通过这些简单、安
全的操作，迎刃而解，让患者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传统医学的
神奇。

汤永红 文/摄

许多老年人对于缺牙，特别是缺
1-2颗牙并不重视，认为一侧牙齿没
有了可以用另一侧，后面的牙齿没有
了前牙凑合用。一味的拖延导致余
留牙负荷过重，松动、过度磨耗、颞颌
关节损伤，咀嚼变得很艰难，胃口下
降，影响消化、影响健康。甚至影响
心脏、胃、肾等重要脏器功能，诱发老
年痴呆，给老年生活造成很多的痛苦

和不便。
所以，牙病要早治，缺损和缺失的

牙齿，应及时治疗和修复——修补健
康的短板。

活动假牙佩戴5-6年，
需强制“报废”

很多人认为，假牙没有使用寿命，
镶了牙后就可以一劳永逸。其实，每
一副活动假牙都有自己的“寿命”，随
着使用时间的延长、磨损的加剧，活动
假牙的咀嚼效率不断降低，附着大量
微生物引起口臭，还会出现假牙固位
不佳，对剩余口腔内的软硬组织造成
损害。

如果与假牙接触的邻牙或口腔粘
膜出现疼痛红肿，假牙与牙齿密合不
好导致食物嵌入，或者假牙变形损坏，
应该马上修理或者重新制作安装假
牙，活动假牙平均5-6年要更换一次
假牙，绝不能凑合使用！

种植牙，即拔即种，“寿命”长

种植牙与传统义齿比较，优点十

分明显。它外形逼真、美观；稳定性
好，咀嚼功能大大优于传统活动假牙；
无需磨削缺牙旁边的好牙，最大程度
地保护了患者的健康牙齿；体积小，最
大限度地减少假牙对发音的影响；舒
适卫生；既不怕冷，又不畏酸；使用方
便。无论是蛀牙烂得过深,还是外伤
造成牙齿需要拔掉，种植牙是目前最
舒适最美观的选择，让你再不用戴着

“看着假，戴着也假”的假牙。
种植牙既能避免活动假牙频繁脱

落和更换的折腾，如保养得当，种植牙
的“寿命”40年乃至终身都是可以保
持的，又省去了固定烤瓷牙要磨损邻
牙的牺牲，它扎根在牙骨里，固位力与
稳定性很强，能恢复正常的咀嚼力。
微创即刻种植牙突破传统，拔牙、种牙
一次完成，省掉了二期手术。

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常
州、武进医保定点单位、常州基层卫生
名科，也是江苏省基层卫生特色专科
创建单位，拥有50多名口腔专科团
队，由常州口腔界一批知名新、老专家
在这里全天坐诊，目前已形成四大团

队——种植牙团队、牙列不齐矫正团
队、假牙修复团队、口腔全科团队。设
备配置先进，拥有全国社区医院第一
台口腔进口品牌CT、国际品牌普兰梅
卡口腔曲面断层全景机、种植牙机、综
合治疗台、非手术牙周病治疗机、牙科
激光治疗台、50多台现代牙科专用设
备等，并率先在常州开展3D打印技术
修复假牙，开创假牙修复新时代，种植
牙手术数量名列常州前茅。优美的环
境，优质的服务，优良的技术，吸引了
各种档次需求的牙病患者，口腔种植
牙、假牙修复、矫正牙列不齐收费优惠
20%以上。节假日、双休日照常门诊，
每天开设夜门诊。 红梅宣

腰酸背痛腰酸背痛、、
老伤复发怎么办老伤复发怎么办？？

拔个火罐呗拔个火罐呗！！

悬“牙”勒马 拒绝“缺牙”

11月24日下午，“‘两学一做’见行
动，走进老区送健康”暨“重走长征路，
共铸中国心”瑞金行常州医疗专家座谈
会在市医学会举行，市红十字会常务副
会长钱斌到会讲话，市医学会常务副会
长徐瑞玉主持会议，郑培新秘书长参加
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冯波代表“共铸中国
心”组委会向各位专家赠送活动画册，并
致辞。市一院游一中主任深情地回顾了
自己在老区走进农家义诊的历历场景，
活动结束后他还积极联系，为当地矽肺
高发区云石乡卫生院捐赠了三台雾化
器。市二院高剑波主任结合“两学一做”
活动，分享了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
活动中的收获和体会。在座的其他专家
也纷纷发言，大家都表示参加此次公益
活动是对心灵的一次洗礼，瑞金已经成
为内心永远牵挂的地方，希望有机会能
够重访瑞金，再次把健康送给老区人民。

徐瑞玉代表医学会对各位专家的
辛苦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各位
专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学会工作，积
极投身学会开展的各项公益活动。钱
斌在讲话中向各位专家发出号召，希望
建立一支由热心公益事业的医疗志愿
者组成的队伍，定期开展送爱心活动，
服务于常州本地及革命老区、边远地区
的困难群众，把党和政府的关爱带到他
们的身边。

今年7月，市红十字会、市医学会组
织我市12名医疗专家赶赴江西瑞金，与
来自其他省市的100多名医务人员，走
进瑞金9个乡镇开展健康咨询、义诊巡
诊、爱心捐助、培训讲座、疑难病症会诊
等一系列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两学一
做，回报老区人民。 郭建忠

“两学一做”见行动
走进老区送健康

市医学会举办“重走长征
路，共铸中国心”瑞金行义诊
专家座谈会

病人出院后，还要继续跟踪他们
的病情，关心疾病的预后情况。11月
27日下午，市三院呼吸内科仇亚莉医
生和朱萍、张芸芸两位护士随机选择
了几位出院的慢阻肺病人进行家访，
关心患者出院后的饮食、睡眠、用药、
呼吸功能锻炼等情况。

在患者家里，仇亚莉医生认真地
为他们一一做体格检查，以及简易肺
功能检测，两位护士对病人家中自备
使用的呼吸机的日常护理给出了专业
建议。“我们太需要这样的家访了，真
心感谢医生和护士能百忙之中还为我
们做这些，赶到家中来关心我们。”病
人都很感动，纷纷表示这样一来，他们
对病情的症状控制更有信心了。

呼吸内科的医生和护士们坚持每
月利用休息时间开展慢阻肺患者家访

活动，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帮助患者
更好地控制慢阻肺症状。

蒋倩云

医院story

冬日暖心 延续关爱

煎煮中医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煎中药是中药里的有效
成分不断释放、溶解的过程，当中药与
药液中的有效成分浓度平衡后，这一
过程就停止了。再连续不断地煎，不
仅不会使药物内的有效成分继续析出
溶解，反而会令药液中的有效成分因
不断蒸发而减少，甚至使有效成分在
长时间的高温中遭到破坏，导致药效
降低。其次，过分浓缩的药汁又会加
重苦味，给患者服药带来困难，服药后
会产生恶心、呕吐等副作用。

有些药物需要特殊的煎煮方法，在
药方中医生都会注明，如先煎、包煎、后
下药、溶化（烊化），其它还有另煎、泡
服、冲服、煎汤代水等的用法，在服药前
一定要问清医生或药师，相信如果能够
正确煎煮及服用方法，就能真正发挥药
物的作用，达到治病的目的。

煎煮前忌用沸水泡中药

有人习惯于在中药煎前用沸水浸
泡药材，认为这样既缩短煎煮时间，又
可使中药有效成分尽可能多地溶出，
这实际上是缺乏科学的认识误区，中
药不可用沸水泡。

中药所含的蛋白质遇沸水会因骤然
受热而凝固，并使细胞壁硬化，外层形成
紧密的胞膜，阻碍内在成分充分溶出。
中药所含高分子物质，遇沸水后易形成
胶体，亦不利于有效成分渗出。中药切

制、粉碎时，表面所留粉末因突然受热而
糊化，阻碍药材毛细管通道，使水分难以
渗入，成分溶解后又难以向外扩散，最终
影响成分煎出。芳香性中药，如薄荷、紫
苏、广木香、砂仁、豆蔻等，含挥发油及挥
发性物质，遇热易挥发，则不仅忌用沸水
泡，煎煮时更应后下。

一般而言，中药煎前多用凉水泡，
泡30分钟左右；但有实验提示，中药煎
前浸泡的最适水温为40℃-50℃，此
条件既使药材湿润充分膨胀，又提高
有效成分煎出率。

煎煮中药需要盖盖子吗

使中药切片煎透，让药中的有效成
分充分煎出，应以加盖煎为好。尤其是
煎煮的药中含有可随水蒸气挥发的成
分时，如薄荷、藿香、砂仁等，最好加盖
煎煮。这样可使含药物挥发成分的水
蒸气在盖内凝集，变成水珠滴回药罐
内，由此减少药物有效成分的丢失。

对于多数质地坚实的根、种子或动
物药物，如人参、黄芪、黄精、麦冬、五味
子、蛤蚧、龙骨、牡蛎等，亦应加盖煎煮，
可使药物有效成分在有限的时间内更
多地被煎出，以提高药物的疗效。

对于那些质地松散、体积较大的
中药，如丝瓜络、通草、菌陈、菊花、桑
叶等，煎煮时由于药液易外溢，就不应
加盖煎煮，并要随时搅拌，使其均匀被
煎透。

来源:家庭医生在线

11月25日上午，由常州市德安医
院主办、武进区第三人民医院承办的精
神分裂症综合认知康复技术学习班暨
2016年第二次精防医生培训班顺利开
幕，武进区卫计局副局长狄旭东、武进
区卫计局科教科科长刘利明、武进区第
三人民医院院长王志伟、德安医院副院
长管国富、副院长严文伟出席，120余位
常州地区精神科医护人员前来听讲。

随后，来自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的李达主任、武进三院的金建烽主任
和德安医院的王瑞文、方惠民主任等8

位精神科专家一一为学员们授课，内
容涉及《精神康复新理念》、《精神分裂
症的综合社区康复》和《常州精防工作
指标解读》等，角度多样，知识面广。
学员们表示受益匪浅。

据悉，此次培训班是两家医院签
订医联体协议后的首次合作，德安医
院专家也表示将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
操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与学员们分享、
交流，最大限度地满足学员们的学习
要求，为常州市的精神康复培养贡献
力量。 德宣

时间
11月29日（周二）09:00-09:30
11月29日（周二）14:00-15:30
11月29日（周二）14:30-15:30
11月29日（周二）14:30-15:30
11月29日（周二）14:00-15:00
11月29日(周二)19:30-20:30
11月30日（周三）14:30-15:30
11月30日(周三)19:30-20:30
12月1日（周四）14:30-15:30
12月1日（周四）15:00-16:00
12月1日（周四）10:00-12：00
12月1日（周四）14:30-15:30
12月1日(周四)19:30-20:30
12月2日（周五）09:00-09:30
12月2日（周五）14:30-15:00
12月3日（周六）9：00-11：00
12月3日（周六）08.30-10:30
12月3日（周六）14:00-15:30
12月4日（周日）09:00-10:00
12月5日（周一）08:30-09:30
12月5日（周一）09：00-09:30
12月5日（周一）14:30-15:30
12月5日(周一)19:30-20:30

地点
妇幼保健院2号楼2楼妇女营养科

市七院新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十九病区健教室
市一院一号楼19楼肾内科示教室

新北院区住院楼16楼26病区示教室
新北院区住院楼15楼内分泌科1号房间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区
市一院一号楼12楼肿瘤科“聚爱护理”健康教育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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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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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新村三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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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幼保健院2号楼5楼孕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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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服务内容
诊室微课堂：准妈妈营养配餐
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三十六）
《高磷血症的防治》健康讲座
《高血压病健康知识讲座》
《糖尿病饮食指导》健康宣讲

“糖友夜校”
《肿瘤患者完成化疗周期后的中医调补》讲座

“糖友夜校”
孕妇营养DI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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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防治及大学生性教育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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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兹减痛呼吸减痛法（建议孕周>28周的孕妇）

“让爱暖冬，公益同行”社区公益服务行
科学坐月子（建议孕周>28周的孕妇）

婴幼儿食物过敏的预防和家庭管理（（建议0-3岁宝宝家长））
妊娠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
孕妈妈学校（三十二）

快乐产妇（介绍无痛分娩方法和好处，孕期全程）
《糖尿病足防治&血糖自我监测》讲座

“糖友夜校”

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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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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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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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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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安医院与武进三院联合举办
精神分裂症综合认知康复技术学习班

暨2016年第二次精防医生培训班

中药不宜用沸水泡
煎煮中药怎样才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