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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在你身边

杏林春满
常州市中医医院

艾灸是中医的传统疗法之一，
对特定的穴位施灸可以起到保健养
生，防病治病的功效。因其效果显
著，加上操作方便，所以早已被广大
市民朋友所认可。但作为一种医学
治疗方法，一定有它的适应范围和
注意事项，那么在做艾灸的时候要
注意哪些要点呢？下面就由常州市
中医医院钟楼院区艾灸门诊的主诊
医生顾丽雅来回答关于艾灸的一些
常见问题：

艾灸门诊适合哪些人群？

1、男女老少，气血不足，免疫力低
下的亚健康人群。需要美容美体、减
肥人群。

2、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肩周
炎、腱鞘炎、软组织损伤、痛风、风湿和
类风湿类疾病。

3、消化系统疾病：食欲不振、胃肠
炎、胃下垂、腹泻、便秘等。

4、慢性疾病：高血脂、高血压、慢
性支气管炎、中风后遗症、神经性皮
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头痛、记忆
力减退、前列腺炎等。

5、妇科疾病：更年期综合征、月经
不调、痛经、带下、经前乳房胀痛、子宫
肌瘤、盆腔炎、宫寒不孕等。

6、小儿积滞、遗尿、厌食、腹泻等。

艾灸治疗有哪些优势和特点？

艾灸疗法的适应范围十分广泛，
具有许多优势。第一，艾灸并不向人

体内输注任何药物，而是通过调节人
体内部各个系统使之良性运转而达到
治病防病的目的，一般安全无副作用；
第二，是整体调节的中医疗法，因从

“根本”上调理，因此治疗效果稳定且
长久；第三，方式温和，整体来说无创
伤无痛苦，易于接受。

艾灸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1、施灸时要心情愉悦，放松，切不
可生气。大饥大饱不宜艾灸。

2、艾 灸 前 后 最 好 喝 温 开 水
200-250 毫升，以助排泄器官排出
体内毒素。

3、患有胃肠疾病的，艾灸期间不

要吃食物，灸后半小时才可以吃饭。
4、艾灸期间忌讳进食生冷，艾灸

结束后一小时内避免着冷水、注意避
风防寒保暖。

5、艾灸后一般无不良反应，但由
于体质和症状不同，艾灸初期个别患
者可能出现出汗、出红疹、排尿排气增
多、腹泻、咽痛、发烧、头晕耳鸣、分泌
物变化等情况，这时请不要惊慌，继续
艾灸这些症状会逐渐消失。

6、皮肤起泡的话，小的泡可以等
它自己吸收，但大的水泡，一定要挑破
后把里面的液体尽量拔出。等泡痊愈
后，可以继续艾灸。如果泡在关节活
动部位，要等待结痂后再灸。

艾灸治疗有哪些难点和误区？

灸法，作为临床常用的治疗方
法，具有相对安全、简便的特点，故而
针灸界素有“针捷灸稳”之说。更有
人认为灸法没有禁忌，所谓“针者需
师方行，艾灸凡人可施”，甚至于“不
问寒热虚实悉令灸之”，导致灸法应
用靡滥，目前市场上许多的美容院、
养生馆均滥施灸疗，也有许多患者不
管体质如何均自行艾灸。然而，临床
灸法使用不当，不但可出现意外情
况，甚者能致病或加重病情。艾灸一
定要根据不同人、不同体质慎重对
待。艾灸疗法属于传统中医疗法的
一种，中医治疗的特色为辨证论治、
整体调节，因此，艾灸治疗前需辨病
辨证，因人制宜，根据不同患者开具
不同的艾灸处方，选穴配穴得当，才
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其次，艾灸治疗
是一个长期缓慢累积治疗效果的过
程，所以艾灸治疗过程中根据病情及
体质的变化调整治疗方案也是必不
可少的。

冬季艾灸有哪些好处？

目前已是腊月，是一年中阴寒
盛极之时，也是一阳初生之时。因
为阴气盛极而衰，阳气开始萌芽，

“夏养三伏，冬补三九”，现在选为艾
灸时间的开始，就是顺应这种自然
界阳气初生的作用，以助人体阳气
的生成。三九天在相应的穴位或患
处施灸，能达到“夏病冬防、冬病冬
治”的效果。抓住一年中这次改善
体质的机会，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增强抗病能力，预防和减少冬春季
多发疾病。

艾灸保健知多少，专家意见少不了
顾丽雅 毕业于南京

市中医药大学，中医学硕
士。常州市中医医院（钟楼
院区）艾灸门诊主诊医生。
师承江苏省名中西医结合
专家、兼任美国德州大学圣
安尼奥健康科学研究中心
教授李忠仁教授及主攻针
刺抗氧化机理研究的沈梅
红教授。主攻亚健康状态
防治等方面，具有扎实的专
业理论知识和现代医学知
识，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在艾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临床经验。

注：常州市中医医院艾
灸门诊设于常州中医医院
钟楼院区（市口腔医院）综
合楼一楼

门诊时间：周一至周五
全天

专家介绍

禽流感主要是指禽中流行的由流
感病毒引起的感染性疾病。禽流感病
毒可分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低致
病性禽流感病毒和无致病性禽流感病
毒。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目前只发现
H5和H7两种亚型。由于种属屏障，
禽流感病毒只在偶然的情况可以感染
人，既往确认感染人的禽流感病毒有
H5N1、H9N2、H7N9、H7N2、H7N3、
H7N7、H5N2、H10N7，症状表现各不
相同，可以表现为呼吸道症状、胃肠道
症状、结膜炎，甚至死亡。

禽流感病毒可在凉爽和潮湿的
条件下存活较长时间，如禽类粪便和
鼻腔分泌物。携带病毒的禽类或污
染的环境，如活禽市场，是人类感染
的主要来源，主要经呼吸道或密切接

触禽类分泌物或排泄物而获得感染。
患者的体液、分泌物等能够排出

病毒，家人等之间无防护的密切接触
也可能导致感染，但目前未发现禽流
感有持续人传人的证据。

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感染H7N9
禽流感？

目前已有证据提示活禽市场暴
露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发病的危险
因素，携带病毒的家禽及其排泄物、
分泌物可能是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
毒的传染来源。日常生活中，要注意
以下事项：

（1）日常生活中应尽量避免直接
接触活禽类、鸟类或其粪便，尤其是病
（死）禽；若曾接触，须尽快用肥皂及水
洗手。儿童应避免直接接触家禽和野
禽。如果发现病（死）禽、畜，不要自行
处理，应报告动物防疫部门。

（2）不要购买活禽自行宰杀，不接

触、不食用病（死）禽、畜肉，不购买无
检疫证明的鲜、活、冻禽畜及其产品。

（3）生禽、畜肉和鸡蛋等一定要
烧熟煮透。

（4）注意饮食卫生，在食品加工、
食用过程中，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
避免交叉污染，处理生禽、畜肉的案
板、刀具和容器等不能用于熟食；在
加工处理生禽畜肉和蛋类后要彻底
洗手。

（5）健康的生活方式对预防本病
非常重要。平时应加强体育锻炼，多
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不吸烟，勤洗
手，注意个人卫生，打喷嚏或咳嗽时
掩住口鼻。

（6）若有发热及呼吸道症状，应
带上口罩，尽快就诊，并切记，要告诉
医生发病前有无外出旅游或与禽类
接触史，并在医生指导下正规治疗和
用药。

历年来，市疾控中心在全市设立
监测点，深入开展禽流感职业人群和
外环境监测工作，查找潜在传染源；
强化流感监测工作，及时了解全市流
感毒株的变化趋势；规范开展不明原
因肺炎与住院肺炎工作。

当我市有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
例报告时，市疾控中心会迅速启动防
控应急预案和机制，立即向常州市卫
计委汇报相关情况，按照《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疫情防控方案（第三
版）》迅速成立防控应急小组，开展各
项防控工作，如积极协同医疗机构和
各辖市区疾控中心对病例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对病例暴露外环境进行溯
源调查，追踪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并对
其进行医学观察，开展流感样病例强
化监测，并立即对疫情形势进行趋势
研判。

董秀晴 张惠力

1月3日，我市卫计委信息处会同
市卫生信息中心组织召开区域健康信
息平台建设思路研讨会。会上，各辖市
（区）卫计局信息化负责人汇报了2016
年工作和2017年计划，市区域平台和
各辖市（区）子平台的承建公司项目负
责人介绍了平台建设的思路，大家就遇
到的共性难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市卫生信息中心主任吴亚平强
调，我市区域平台的承建公司各不相
同，且都是有实力的软件企业，但在平

台建设中有几个重要环节需要特别注
意，一是注册库的建立应该由市平台
统一建设，各单位分别维护，在同一个
辖区范围内不应有第二个注册信息；
二是加强区域间的协同应用，比如双
向转诊和区域影像；三是各辖市区发
放健康卡要和市平台多沟通，统一行
动，真正做到常州地区的一卡通。市
卫计委信息处处长顾慧丽强调市平台
和区平台要互为补充，互相支撑，形成
常州市的合力。

近日，市一院特需病区主任曹建
新教授应邀担任国际知名杂志《Psy-
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的新一届编委，成为该刊唯一一位来
自中国的编委，也是该刊创始以来第
一位中国编委。

《Psychotherapy and Psycho-
somatics》于1965年创刊，是Karger旗
下的在线期刊，内容涵盖心身医学、心理
治疗等研究领域，该杂志目前影响因子为
7.632，2014年影响因子最高达9.36。
在国际心身医学领域期刊中排名第一。

为普及疼痛医学知识，提高疼痛
诊疗水平，造福广大疼痛患者，1月2日
上午，市二院疼痛科在阳湖院区门诊
大厅举办“庆元旦、迎新春暨‘世界抗
痛年’主题义诊活动”。来自南京军区
总医院、鼓楼医院、省肿瘤医院、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苏州大学张
家港医院及市二院的疼痛科专家们携
手为200余位市民朋友提供健康咨询。

市二院疼痛科是全市疼痛专业主
委单位，是常武地区开设较早、设备较
完善、人员配备较齐全的专业性诊治
疼痛疾病的科室，在治疗三叉神经痛、
舌咽神经痛、带状孢疹神经痛、关节
痛、骨质疏松相关性疼痛、头痛、痛经
等方面有一定优势，能提供神经介入
镇痛、神经阻滞以及无创治疗等多种
疼痛治疗手段。

1月 6日下午，市肿瘤医院召开
2016年度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
述廉述法会议，市卫计委党委书记、
主任王莉，纪委书记邵建明出席会

议并听取了医院党委书记杨炎代表
医院领导班子所作的汇报，及其个
人和院长凌扬个人的述职述廉述法
报告。

2017 年的第一个工作日——1
月3日下午，市妇幼保健院参与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国人群辅助生
殖人口及子代队列建立与应用研究》
启动会在 6 号楼七楼会议室举行。
南京医科大学沈洪兵校长、胡志斌院
长、夏彦恺副院长、常州市卫生计生
委刘志洪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靳光
付教授等项目组老师和成员，市妇保
院全体院领导及相关人员近百人参
加会议。

夏彦恺介绍了项目概况与实施情

况，蔡正茂汇报了2016年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队列研
究目前的开展情况；刘志洪介绍了常
州卫生计生的总体概况；沈洪兵校长
从国家、学校、医院三个层面的需求阐
述了开展人群辅助生殖人口及子代队
列建立与应用研究的深远意义，通过
大样本前瞻性的出生队列研究，可以
探索影响儿童和成人疾病的多种因
素，为医疗服务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并
对未来项目的实施提出要求和展望。
双方还签订了合作协议书。

默默为患白血病的9岁女孩垫上一
万多元医药费，做好可口的饭菜送到孩
子床头，陪着她读书、写字，当孩子的生
命走到尽头，为完成她最后的心愿，将
孩子背在背上，带她游玩恐龙园……市
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林雪峰像个
慈父般用心呵护白血病女孩的故事感
动了江苏大地。1月5日，江苏电视台

邀请林雪峰医生走进《德行天下》演播
厅，通过主持人现场访谈的形式展示了
这个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职业。

当天的节目通过两段短片分别再
现了“医生爸爸”林雪峰关爱白血病女
孩和医学专家林雪峰的工作日常。当
期节目将在1月16日晚22:30《江苏城
市频道》播出。

1月5日下午，市七院在门急诊病
房综合大楼四楼多功能厅召开了2016
年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述法
会议。市卫计委联系七院督导组领导
及成员专程到会并主持，市卫生计生
委副主任姚福建作了讲话。

会上，徐辉书记代表七院领导班

子围绕 2016 年工作目标任务、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党风
廉政建设纪委监督责任、《廉政准则》
改进工作作风各项规定执行等事项
向大会作汇报。随后，徐辉书记和罗
立波院长分别作了个人述职述廉述
法报告。

人人健康，家家幸福，是每一个民
众的朴实追求，也是每个卫生人的责
任与担当。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的时代大潮中，常州口腔医院党总支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以实干和作为
回馈社会、回馈民众。1月5日下午，
该院专家顶着茫茫雨雾，来到常州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为近200名教职员
工作了“方寸口腔，关乎幸福美丽一
生”的2017年“齿科患者之家”第一次
讲座。

医院种植科主任、主任医师解永
富用诙谐趣味的讲话方式和现实生动
的图片、动画及视频，从牙周到牙体，
从修复到种植，为在场的听众进行了
详细的讲解。

这是常州口腔医院开展“齿科患
者之家”讲座的第四个年头，这项由市
口腔医院党总支发起，口腔科主任、青
年研究生积极参与的常年公益活动，
迄今惠及人口近万人。

我市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建设
思路研讨会召开

市一院曹建新

应邀担任国际知名杂志编委

市二院举办2017年首场义诊

市肿瘤医院

召开述职述廉述法会议

市妇保院

举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启动会

市儿童医院

林雪峰走进江苏电视台《德行天下》

市七院

召开述职述廉述法会议

市口腔医院

“齿科患者之家”进高校

无论你是拆迁暴富，还是明星网
红，癌症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癌症
真的不可战胜吗？也许你并不知道，
1/3的癌症是可被预防的，而早期癌症
的治愈率高达90%。

“你和癌症，也许只差一个防癌体
检的距离！”

很多人可能会问，一些患者为
什么此前年年体检都正常，但为何
突然间就会查出癌症，甚至是癌症
晚期了呢？

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由于很多
肿瘤的早期病灶较难被发现；此外，
有些癌症从发现到病人死亡可能只
有几个月。

首先应该咨询专业人士，选择不
同的防癌体检套餐。防癌检查并不是
项目越多越好。关键要有针对性，尤
其对于高危人群，比如长期吸烟者、乙
肝病毒携带者等，由专业人士帮助设
计体检检查项目和检查周期，根据个
体情况量体裁衣，是杜绝漏诊的最有
效方式，同时也是最符合卫生经济学
的原则。

不过，在体检的过程中常常有下
面这些情况的存在，让那些本可以避
免的，不该发生的病情被漏掉，这也往
往是导致“年年都正常，突然被查出肿
瘤”的情况发生的重大原因。

为省钱 一些检查没有选

“与肿瘤等有关的项目选择的很
多，如彩超、外科检查等。其中彩超检
查率很高，达96.5%以上。”可见，人们

对这项检查认可度高。
此外，据市场调查显示，各个体

检中心在体检套餐中，选择肿瘤标志
物这一项的，并非全部覆盖。需要大
众了解常见的肿瘤标志物有AFP（甲
胎蛋白）、CEA（癌胚抗原）、CA125
（癌抗原125）、PSA（前列腺特异性抗
原）等。

怕痛苦 一些项目不敢查

“在健康体检中，少数人会选择胃
肠镜。”大众之所以逃避胃肠镜检查，
一是因为准备起来较麻烦，二来是因
为检查者怕痛苦。

而实际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
项检查很有必要。特别是工作时间
长、压力大、生活不规律、饮食不规律
的人群，作为消化道疾病的易发群
体，体检中却基本没有胃肠镜——有
的人甚至10年都未查过一次。也正
是由于这样，发现肿瘤时，往往已经
发展到晚期。

“胃癌高发的日本，政府把胃镜检
查纳入免费体检中，提倡国民40岁以
后每两年至少做一次。我们也希望国
人，普通人群可每五年做一次胃镜，对
于已有癌前病变的高危人群每两年至
少做一次胃镜。”

难为情 一些问题被回避

一些受检者的抵触，也对结果存
在影响。

“比如外科检查中，医生会要求

触诊，但被很多人拒绝了。”很多人认
为，花了钱，不用仪器，只是用手摸，
没意义。比如“肛门指检”，很多人放
弃，认为是一项“酷刑”，又难受又难
为情。而实际上，肛门指检除了检查
痔疮外，还能检查是否有直肠癌的病
变。此外，医生问诊，会问是不是有
肿瘤家族史，很多人可能会不假思索
地答：“没有。”

有时候，只是被检者不愿意说。
其实，如果医生知道你有相关疾病的
家族史，会告诉你很多注意事项。

不重视 一些建议被忽视

因为当事人的不重视，导致许多

早期病变的征兆尽管在体检中被查
出，但却被遗漏掉。

很多女性的体检报告上都有“纤
维瘤”、“乳腺结节”、“小叶增生”等字
样，医生大多会写上“建议门诊进一步
检查或随访”。不过，真正根据这些建
议，专门去门诊复查的患者可谓凤毛
麟角。原因之一是大家对这些问题不
太重视——因为这样的病看起来“太
常见了”。

针对上述情况，癌变的几率的确
很小，几百个乳腺结节或纤维瘤的患
者里面可能还没有一个人会癌变，但
这些异常确实是最常见的早期病变的
症状之一，如果引起重视，就能防患于
未然。 来源：搜狐

什么是禽流感？

年年体检都正常

为何突然就被查出肿瘤？
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2015年中国有429万例癌症新发病例，281万例癌症死亡。相比

于2014年增长了约10%。意味着每分钟，就有5个人因为癌症离开人世，每7-8人中就有1
人因癌症死亡。每个人终其一生有1/3的几率患上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