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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

医患之间

疾控专家谈

杏林春满
常州市中医医院

本报讯 今年春节及节后，市口
腔医院患者人数不减反增，日门诊量
增超30%。

医院医务科科长许辛夷介绍，现
在市民大多不忌讳新春佳节到医院
看病，相反许多市民利用难得的长假
抓紧治牙护牙；过年及节后又恰逢学
生寒假，为了不耽误学业，他们更愿
意抓紧开学前这段时间治疗牙病。
休假市民和寒假学生叠加，使得患者

“爆棚”。
面对巨大压力，不少医生护士放

弃节日休假，坚守岗位。

有的医生为接替回乡过年同事的
工作，几乎全长假无休，很多长假几乎
没有休息的医生节后不但没能调休，
反而因人员紧张周休由双休改为单
休；口腔儿科调整人员安排，做到中午
休息不停诊，同时全科人员由双休改
为单休。口腔儿科、口腔内科、口腔外
科、口腔正畸科等科室许多医生护士
经常推迟1个多小时下班，直到送走最
后一位患者。

医务人员这种坚持优质服务不打
折的精神，受到许多患者的赞扬。

（潘玉坚）

很多人认识断食，可能是从BBC的《进食、断
食与长寿》开始的。这段热门视频细数了断食界

“惊人”的科研成果。市营养学会的专业人员来和
您聊聊轻断食！

什么是轻断食？

轻断食，又名间歇性断食，起源于英国。轻
断食一般采用“5：2断食减肥法”：减肥者在正常
的饮食基础上，短暂地限制摄取的热量，即每周
5天正常饮食（简称进食日），另外2天食物的1/
3-1/4的热量（简称断食日）。在断食日当天，并
不是什么都不吃，而是限制热量，推荐男性摄入
热 量 500- 600kcal，女 性 摄 入 热 量 400-
500kcal。

轻断食有什么好处？

轻断食能很好地缓解慢性疾病的症状，在防
治便秘、脂肪肝、高血压、脂代谢紊乱、肥胖、骨性
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等疾病时效果很好。

轻断食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吗？

轻断食虽好，并非人人适合，需因人而异。轻
断食前需要对身体状态先做评估。

评估自己的体重：评估自己的体重是否在适
宜范围，体重过低不宜采用轻断食。

评估自己的消化道功能：如果平时有中上腹
部不适，反酸、反食、胃痛等胃肠道症状，或胃镜检
查发现有胃糜烂、胃溃疡，食管炎等，饮食应定时
定量，少食多餐，不宜轻断食。

不适合轻断食者，如心、脑等重要脏器及中枢
系统有明显病变病人，肿瘤患者，糖尿病及低血
糖，孕妇及哺乳期女性，儿童青少年，70岁以上老
年人，低血压等体弱者。

如何科学地进行轻断食

只要身体健康，随时都可以，建议断食日不要
连续2天，可以选取周一和周四，或者周二和周五。

断食日可以选择三餐分配，也可以选择吃两
餐，不建议单餐。

断食日的食物选择高蛋白、低升糖指数、高膳
食纤维的食物。要遵循营养均衡，不影响正常工
作生活。 范萍 董秀晴 张惠力

农历年前，我的爱人到常州市中
医医院住院半个月，期间有太多感动。

爱人已是耄耋老人，本想到外科
看腹痛毛病，外科耿辉主任检查后，
建议快去妇科找孔彩霞医生。因我
也曾学医，自知此病不简单。到了孔
主任那里，我们说了自己的顾虑，这
样麻烦的病，中医院能行吗？她说我
们是三甲医院，科室齐全，有问题会
协同处理的。我看这位主任办事热
情又干练，信任感油然而生，下午就
办了住院手续。

在术前谈话中，孔主任对这次手
术作了全面、周密的分析，从最好的结
果，到最坏的设想，怎样处理以及科室

协作都一一向我们交待。她业务精
通，认真负责的态度感动了我们。

这台手术，既复杂又麻烦，整整开
了6个小时。除两位妇科主任，还有普
外科及泌尿科的两位主任也协同作
战，她们集思广议，密切配合，手术后
我爱人的身体恢复得很快。

在出院前两天的下午，孔主任突
然给我送来一个红包，原来是外甥为
感谢孔主任而送的，被退了回来。据
陪护阿姨讲，2床给的红包也退了，这
是个怀孕4个月前置胎盘的疑难病人，
几家大医院均未接受，最后孔主任收
下并治愈了。

孔主任还特地把出院日期定在19
号，说是“长长久久”，给我们两位老人
一个真心的祝福！在场的人，无不为
之动容。

患者家属 荆本汉

过了年一上班，常州市中医医院
康复科门诊就来了一位手扶着腰、歪
着身子、咧着嘴的患者，仔细一问诊，
原来这位患者年前买了辆新车自驾回
老家过年，一千多公里的路程，十几个
小时的颠簸，患者刘先生终于安全到
家了，可是腰也几乎累得直不起来
了。在家休息几天，略微好了些，可假
期也结束了，又硬着头皮开车奔波一
千多公里回到常州，结果他的腰再也
支撑不住了，于是一上班就赶来医院
就诊。经过针灸、牵引、理疗，刘先生
的腰痛明显得到缓解，能够挺直腰杆
回家了。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很多家庭都
购买了小汽车，出去购物、旅游都方便
了，幸福生活在汽车轮子的带动下扬
帆起航。可是，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腰
部的一些问题，由于运动少了，腰部肌
肉得到的锻炼少了，一些肌肉退化，加
上长时间坐办公桌，一些二十几岁的
年轻人也患上了腰部疾病。幸福生活
才起了个头，就被腰痛的毛病所困扰。

哪些人容易患上腰痛的疾病？

第一是长期保持站立姿势的工作
人员，比如教师、保安，这类人经常站
立，容易引起腰及膝关节受损，慢性劳
损，容易造成疼痛。

第二是长期保持坐位姿势者，如
司机、文案工作者、电脑工作者等，这
类人容易造成腰椎间盘突出。

第三是中老年人，容易出现骨骼
退化、骨质增生、骨质疏松，也会出现
腰腿部疼痛。

第四是长期工作、生活在阴暗潮
湿环境中的人，容易导致腰腿疼。

第五是过度肥胖或者是过度消瘦
的人，也容易发生腰部各种关节正常
结构的改变，而出现腰腿疼。

第六是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者，

容易出现腰肌、膝关节慢性劳损，造成
腰部、膝关节疼痛。

腰痛要不要手术？

一般性的腰痛，不需要做手术。
不做手术的腰腿痛患者基本可以分
为3种情况：不用做，不想做以及不
能做。“不用做”是指各种原因所致
腰腿痛的病变程度及临床症状还不
重，没有到非做手术不可的程度；

“不想做”是指病变程度较重，临床
症状严重影响生活、学习及工作，但
是由于经济、家庭等外在原因或患者
本人恐惧等内因而不愿意接受手术
治疗；“不能做”是指病变程度较重，
就腰腿痛的原始疾病而言，应该做手
术，但由于患者同时有高龄、体弱或
其他系统严重的伴随疾病而无法承
受手术风险。

无论哪种原因导致腰腿痛的患
者，如果不做手术，都可以尝试通过休
息、制动、中医药、药物、理疗、牵引、手
法、运动等保守治疗方法缓解症状。

腰腿痛的康复治疗方法有哪些？

常州市中医医院康复科的陈劲

松副主任医师介绍：目前医院对腰腿
痛的康复治疗方法比较系统全面，主
要包括推拿、整脊、腰椎牵引、运动
疗法以及电、声、磁、热、冷等各种物
理因子治疗，还有各种特色治疗手段
如小针刀、触发点治疗、牵伸训练、
悬吊运动治疗、姿势运动治疗、蜡
疗、中药熏蒸治疗等等，在临床中可
以同时应用多种方法以获得疗效上
的“叠加”效应。但必须注意的是，
康复治疗虽然不开刀、不见血，但也
不是绝对安全的，在进行任何康复治
疗前都应经过临床医师的正规诊断
及指导，以避免治疗方法选择不当而
导致病情加重。

如果感觉到腰背疼痛，就应该避
免长时间的坐、立。长时间的坐、立
会降低肌肉的活跃度，长时间坐着会
损坏背部。另外，还应该试着每天利
用小段时间来运动，比如拉伸对于缓
解腰背部疼痛就有很好的效果。其
他的还有一些简单的锻炼方式，比如
五点式、三点式、小燕飞等，或者做些
麦肯基训练：1、俯卧，全身放松，双手
放在双肩膀下。2、伸直双手抬起上
半身（注意臀部不能离开床面），尽量

向后伸展后恢复到1的姿势。3、交替
进行1和2的动作10次，评估腰腿疼
痛状况。

对于慢性腰痛的患者，日常生活
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防寒保暖是关键：注意防寒保暖，
尤其要做好颈部、腰、背部的保暖。

“坐”好基本功：对于久坐一族来
说，保证坐着工作30—40分钟左右就
站起来走走。平时，更应该注意正确
的坐姿，尽量选择高矮合适的椅子（脚
掌刚好接触到地面即可），并保持脊柱
正常生理曲度，避免长时间坐沙发、小
矮凳等。

床垫选择有讲究：床垫过软或过
硬都会使腰部受伤，可以在硬板床上
加上厚薄适中的海绵垫或棉被。仰卧
睡眠时，可在腰下垫个小枕头，以保持
颈部和脊柱处于同一水平；侧卧时应
保持膝关节弯曲。枕头高度8到10厘
米为宜。

“拈轻怕重”防腰痛：在生活中，尽
量不要搬抬重物。如果需要弯腰搬抬
重物，先做一些热身动作,以屈膝、屈
髋代替弯腰，即保持腰部直立，下蹲抬
起重物。

睡眠充足、适当锻炼：保持充足的
睡眠，同时，要想保证腰椎的持续健
康，增强腰部的承重性和韧性是关
键。因此，有必要进行一些有针对性
的腰部功能锻炼。

幸福生活离不开健康的腰椎

陈劲松 副主任医师，中国残
疾人康复学会会员，常州市康复医
学会理事，常州市康复医学会神经
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
颈肩腰腿痛等各种疼痛、中风后遗
症、眩晕症、肩周炎、肩袖损伤、骨关
节炎、带状疱疹后遗症、痛经、慢性
鼻炎等康复治疗。

门诊时间：周一、周四、周六上午

省卫计委规划与信息处调研市二院信息化建设工作 2月7日下午，江苏
省卫计委规划与信息处处长王爱年一行专程调研市二院信息化建设工作。市
卫计委副主任刘志洪、市二院院长秦锡虎等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实地查看
了市二院自助服务系统，并听取了秦锡虎关于医院信息化建设情况的汇报。
王爱年指出，通过这次调研发现，常州市卫生计生信息工作基础较好，常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在借助信息技术推动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深化管理内
涵等方面有很多亮点，对医院取得的成绩给与高度评价。例如：全院自助服务
体系模式十分科学有效，基于预交金平台的诊间支付改变了传统的就医习惯，
有效解决门诊患者就诊“三长一短”现象，实名制健康卡的启用很成功，效果非
常明显；医院资源规划系统（HRP）是推进医院管理的好抓手，满足精细化管理
的需要；医院大数据平台面向医疗，能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市中医医院接受“十二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专业）建设项目现场
核查 2月8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常州市
中医医院的“十二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专业）建设项目心血管科及4个国
家中医重点专科（骨伤科、肿瘤科、普外科、口齿科）建设工作进行了现场核查。
检查组专家通过听取汇报、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对重点专科的基本情况、阶段
性成效、资金使用情况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现场核查。通过检查，专家
组认为，市中医医院高度重视重点专科建设，各专科优势病种诊疗疗效明确，诊
疗方法独具中医特色，资金使用合理合规，专科建设成效显著，达到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的目标和要求。

市肿瘤医院举办专科护理论坛提升护理内涵建设 2月9日下午，市肿瘤医
院8个护理专业小组及17名省级专科护士、3名市级专业护士汇聚医院学术大会
堂，用论坛交流的方式汇报交流了各专业组建设与发展情况。论坛由医院护理部
副主任王越霞主持，医院各临床专业部分护理人员参加交流学习。会上，静疗组、
疼痛组、伤口造口组、危重症组、导管组、安全风险管理组、护理科研组、糖尿病组
的8位组长用PPT形式图文并茂的汇报了各自专业组的2016年工作总结、存在不
足以及取得的成效，并分享了专业的最新进展等；随后肿瘤、骨科、神经外科、糖尿
病、营养支持等5位省级专科护士则汇报了专科护士学习情况以及开展的工作及
收获，同时分享本专科护理新进展。论坛会上，还对2016年度各专业组优秀组员
进行评选与颁奖。

市妇保院召开2017年科教人才大会 2月8日下午，市妇保院召开2017年
科教人才大会。大会由副院长秦志强主持，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刘志洪、科教处
副处长汪红艳、院中层以上干部、研究生代表、科研岗人员及后备干部100余人参
加了会议。会上，院长蔡正茂作2016年度科教人才工作报告；党委书记张晨宣读
2016年科教表彰决定，并举行颁奖仪式；副院长蒋健宣读《关于鼓励申报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关于医学新技术、新项目引进奖评审管理办法》。

市七院召开2017年党建工作会议 2月 10日下午，市七院召开了2017
年医院党建工作会议。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团支部书记及医院中层管理干
部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党委书记徐辉作党建工作报告，报告从扎实开展专
题教育、夯实基层基础、培育党建品牌等六方面回顾了2016年医院党建工作
所取得的成绩，并从以思想建设为引领，加强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以组织建设
为基础，提升干部队伍水平能力；以文化培育为载体，涵养医院美好形象品质；
以廉洁建设为推力，落实从严治党责任要求等五方面对2017年医院党建工作
进行了部署。会上，还同时向院级副职领导、党支部书记、纪委、党群职能科室
负责人下发了2017年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以及党支部目标管理任务书。

市中心血站召开2017党建工作会议 2月9日下午，市中心血站召开2017
年党建工作会议，全体党员、中层干部、发展对象以及入党积极分子等人员参加会
议。书记、站长张建伟传达了市卫生计生委党建工作会议精神，作“强化党群工
作，助推事业发展”党建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全面回顾了2016年度血站党建工
作，阐述了2017年血站党建工作思路。会上，曹锁春副站长宣读了2016年度创建
党员示范岗的通报和优秀党员的表彰决定，鼓励党员示范岗和优秀党员要求真务
实，努力学习，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勇于奉献。张建伟书记与各分管领导及各科
室负责人签署了2017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本报综合

轻断食——正在横扫全球的瘦身革命

市口腔医院春节门诊量激增

优质服务不打折

住院半个月，收获满满感动
静坐超过6小时更易得糖尿病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研究发现，
人如果一天静坐时间超过6小时，患
糖尿病的风险会显著提高。糖尿病
危险因素包括，年龄≥45岁，超重或
肥胖，腹型肥胖，有家族史，患心血管
疾病（三高等），平均每天静坐时间超
过6小时。办公室白领和司机是“高
危”人群，小孩坐得太久也可能引发
慢性病。

对患有糖尿病一族的白领更加
雪上加霜的是，如果静坐太久，锻炼
能弥补回来的损伤也是微乎其微。
相关专家建议，每天坐的时间不超
过 4 小时，应经常起来活动。换句

话说，如果你今天坐在椅子上超过6
小时，你必须每天达到至少3.5小时
以上的运动量，而这几乎不可能如
愿以偿。

如何预防糖尿病？上班族看过来

1、利用间歇时间
每工作1-2小时，就拿出3-5分

钟时间，做一下肢体的伸展活动；饭后
半小时活动一下；上下楼时可用走楼
梯代替乘坐电梯等。

2、进行简单运动
可下班回家后增加一些运动，如

慢跑、散步、瑜伽等。开车上班的白领
可以把停车的地点离单位远一些，步
行到单位；如果乘公交车，可以提前一

站下车，走路回家。如果路程不远，可
以选择骑车或步行上下班。

3、少食甜食或垃圾食品
为提高工作效率，很多上班族选

择更为快捷的午餐。然而高热量、高
糖对身体危害极大，加上办公久坐，上
班族们更容易引发各种疾病。因此，
即使是上班期间，白领们也应注意营
养的补充。

糖尿病的自我疗法

第一、管住嘴，不吃含蔗糖，葡萄
糖的食品。主食方面经常吃一些粗
粮，如荞麦、豆类、糙米；副食则以蔬
菜，瓜果为主，如苦瓜、大白菜、西红
柿、黄瓜、苹果等要常吃。而且平时的

一日三餐可以变成四五餐，坚持少吃
多餐。

第二、坚持锻炼也是尤为重要
的。每天晚饭半小时后到户外快走或
慢跑50分钟，既吸收氧分，又消耗一
定的热量，热量得到消耗的话，糖分也
会减少的。长期坚持，对稳定血糖大
有裨益。

第三、口服降糖药的选择。目前
临床常用的口服降糖西药主要有磺
脲类，双胍类，α-葡萄糖苷酶抑制
剂，胰岛素增敏剂和膳食调节剂五
类，糖尿病患者要根据自己的病情，
选择适合自己的药物种类。最好是
选择中药，因为其较为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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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心！“上班族”久坐易患糖尿病

颈部：戴围巾，练抬头

身体的很多经脉要经过脖子，加
上不少“电脑族”有慢性劳损的底子，
一旦受寒便可能引发局部血管收缩、
肌肉痉挛等，诱发或加重颈椎病，甚至
出现眩晕、大脑供血不足等不适。因
此，外出最好戴上围巾或穿高领衫，避
免脖颈暴露在风寒中。平时可多做扩
胸仰头的锻炼，帮助抻筋骨、练颈椎。

双手交叉放在颈后，同时扩胸，头向后
仰，手臂向前用力，颈部用力“对抗”手
臂的力量。

腰部：多穿衣，搓腰眼

“腰为肾之府”，腰部受寒，很容易
出现气滞血瘀，引起腰部疼痛，甚至导
致腰椎间盘突出等旧病复发。因此，
赶时髦别太早，初春季节尽量少穿低
腰裤、露出肚子的短夹克等，中老年人

可用护腰带加强保暖。平时活动较少
的久坐族，可每天按摩后腰的肾俞穴：
双手交叉，快速搓热手掌，然后把手掌
捂在肾俞穴（俗称“腰眼”，腰椎两侧二
指宽处，约与肚脐相水平）上，用手掌
温暖腰肾，同时双手反复按揉，至腰部
微微发热。

足部：常走动，勤泡脚

双脚虽然支撑着“人体大厦”，但

它远离心脏，血液循环易受影响，且皮
下脂肪层薄，保温性能差，易被寒气偷
袭。因此，每天一定要保持鞋袜的温
暖、干燥。工作、学习一段时间，感觉
脚底发冷时，最好起身走动一会儿，以
促进脚部的血液循环，及时驱寒。另
外，坚持热水泡脚可舒筋活血、强身健
体；泡脚时还可加点有温经或舒筋活
血作用的中草药，如干姜、桂枝、当归、
艾叶等。 来源：新华网

早春气温如“过山车”

护好这三处可挡春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