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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要说画画

杏林春满
常州市中医医院

卫生监督之窗

中国医师协会《2015年中国骨关
节炎防治认知白皮书》上通报：60岁
以上的老年人中，骨性关节炎患病率
超过42%。我国约1.2亿人正在遭受
着骨关节炎的折磨，该病致残率高，严
重损害患者的生活质量，被世界卫生
组织称为“不死癌症”。据市中医院骨
三科副主任蒋涛介绍，目前该病已占
市中医院骨科门诊病例总数的50%以
上。一般为多发性或对称性，多见于
50岁以上中老年人，以女性多见。膝
关节是全身最大、最复杂的负重关节，
极易发生磨损及退变。膝关节最易发
生骨性关节炎。骨性关节炎是一种慢
性关节疾病，它的主要改变是关节软
骨面的退行性变和继发性的骨质增
生。主要表现为疼痛、肿胀、畸形、运
动障碍这四大症状。就诊的膝骨关节
炎患者虽然知晓了发病原因与膝关节
老化退变、肥胖过度等有密切关系，但
对如何有效治疗知之甚少，常常迷信
一些片面的广告宣传，轻信某一种治
疗方法，结果走了很多的弯路。

治疗膝骨关节炎，首先要了解发
生膝骨关节炎后，关节内部发生了哪
些病理变化。举一个较为形象的例
子，膝关节就像是一个不断运转的机
器轴承，膝关节内的半月板就像是机
器轴承里的垫片。一个长期运转的轴
承出现表面磨损，轴承内的垫片就有
可能出现破损或部分脱落，而脱落的
小碎片就会对仍然持续转动的轴承表
面加重磨损，使其光滑的表面出现凸
凹不平，最终失去运转功能。人的膝
关节炎的发病过程与长时间运转的轴
承破损十分相似。目前在判断膝骨关

节炎程度方面，除了临床检查和X线
摄片外，关节磁共振检查对明确关节
内骨质软骨半月板及周围的破损情况
有较全面的判断，对确定治疗方案有
很大益处。

现阶段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理想
的方法是阶梯治疗。所谓阶梯治疗
就是根据患者的不同发病阶段，采用
有针对性地循序渐进的治疗手段。
在膝骨关节炎的早中期，病人主要表
现为关节酸胀不适、晨起僵硬，时有
疼痛，上下楼梯时加重，可出现关节
积液肿胀等症状。在此期，治疗以保
护关节，避免剧烈活动为主，有条件
可口服治疗药物或增加理疗措施，如
局部热敷及中药外敷、针灸等，有时
口服中药汤剂有显著的效果，可以避
免一些消炎止痛西药的副作用。另
外关节腔内注射软骨营养液对缓解
症状也是很有效的。

病情发展到中后期，也就是说关

节腔内的半月板破损，关节表面软骨
退变，表面变得毛糙，病人主要表现
为膝关节呈持续疼痛，上下楼时困
难，时而出现关节弹响或绞锁。这时
口服药物、理疗等措施常常疗效不明
显。这一阶段进行关节镜微创手术，
将微创器械伸入到关节腔内，用大量
生理盐水灌洗来清除纤维素、软骨残
渣及其它杂质，修整破损的半月板，
取出游离体，同时对已磨损退变的软
骨面进行适当的修整，使关节腔变得
更整洁，关节面更平整，让这个衰老
陈旧性膝关节轴承能够重新正常地
运转起来。

如果到了晚期，膝关节内的关节
软骨已出现明显磨损，大部软骨剥脱、
骨质外露，并出现关节肿胀畸形，活动
明显受限、疼痛剧烈时，以前的治疗手
段在此期已基本失去了意义，也可以
比喻说，这个衰老磨损的膝关节轴承
完全失去了原有功能，膝关节表面置

换术将是这个阶段病人的明智选择。
膝关节退变也是人的正常生理退

行性变化，就像老年人的头发变白和
皱纹增多一样。因此，患者不必为此
忧心忡忡。同时，需要告诫患者消除
或避免不利因素，减轻关节负荷，保护
关节功能。受累关节应避免长久站
立、跪位和蹲位。避免机械性损伤，避
免跑步等剧烈体育活动，可利用手杖、
把手或其它设施以减轻受累关节的负
荷，对超重者的减体重治疗更应加以
重视。有研究表明，10年中体重减少
5公斤可使症状性膝骨关节炎的发生
率减少50%。另外，可用弹力护膝套
促进膝关节周围肌肉协调性和增强肌
力的锻炼以提高关节的稳定性，以利
于病情恢复和疾病控制。

本报讯 目前，武进区现有医疗
卫生机构340所，以市、区级大型公立
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为骨干，村卫生室和社区卫
生服务站为基础，民营医院和个体诊
所为补充，覆盖了该区所有城乡居民
的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如今更加健全
完善。这是记者从2月14日召开的武
进区卫生计生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会上全面总结了2016年该区卫生
计生工作，深刻分析形势，研究部署
2017年卫生计生重点目标任务。

2016年，该区镇级以上医疗机构
年诊疗 451.75 万人次，其中门急诊
439.35万人次、住院12.4万人次，区域
内就诊率达88.5%。目前，该区现有26
个医联体，实现了乡镇卫生院医联体运

作模式全覆盖。全区在完成区域集中
消毒供应中心、心电会诊中心、集中临
床检验中心和PACS影像会诊中心建
设的基础上，实施区域病理诊断中心建
设，实现了区级优质医疗技术资源的共
建共享。全区全年家庭医生共签约居
民3.05万人，其中个性化签约6954人。

2017年，该区将以健康武进为主
线，进一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创新工
作，争取在基层卫生改革发展上取得新
突破，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进一步落实，
强化公共卫生服务保障，在优化人口计
生服务管理方面、加强系统政风行风建
设上取得新突破。

会上，还表彰了2016年度该区卫
计系统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沈芸 周洁）

为切实加强我市新学期学校卫生
工作，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有效预
防春季传染病流行、生活饮用水污染
事件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确
保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市卫计委联
合市教育局联合发文，决定在全市开

展春季学校卫生专项检查活动。
此次专项检查将覆盖全市各类

大、中院校、中小学（包括民办外来民
工子弟学校）、幼儿园，检查的主要内
容包括教学和生活环境卫生、生活饮
用水卫生、传染病防治、健康教育及管
理台账、学校内设机构和保健室、学校
内公共场所。专项检查活动将从今年
2月10日至3月15日，共分四个阶段
进行：第一阶段为各地、各学校对照检

查内容进行全面自查，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第二阶段为各
地分别组成检查组，对所辖各类单位
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第三阶段为市卫
计委、市教育局将组织督查组，采用

“双随机”方式抽查学校和相关单位的
卫生管理工作，并对各地开展本次专
项检查活动的工作情况进行督查、指
导、评价；第四阶段为各地对本次专项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情况、行政处

罚、采取的监管措施等情况进行总结，
并形成书面材料。

目前，各辖市、区卫生监督机构已
按照常州市卫计委、常州市教育局《关
于在全市开春季学校卫生专项检查的
通知》要求启动春季学校卫生专项检
查工作，为确保该项工作取得实效，市
卫生监督所将对各地专项检查活动的
进展情况随时进行跟踪。

喻瑞玉

老年人，莫让膝骨关节炎扰了你的幸福生活

蒋涛 医学博士，副主任中医
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省第五
期“333 工程”人才，常州市中医药
领军人才。现任常州市中医医院
骨三科副主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医
药学会络病委员会青年委员，江苏
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伤科青年委
员，常州市医学会数字医学分会副
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
骨科临床工作，擅长骨关节疾病的
诊治、关节置换及关节镜微创手
术。曾至北京、香港、韩国、德国等
多家骨科关节中心进修学习。在
国际、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
余篇，主持参与省市级科研课题 3
项，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项，参
编医学专著2部。

专家门诊时间：每周四下午

全市春季学校卫生专项检查工作已启动

武进区现有医疗卫生机构340所

全区将以健康武进为主线，
推进各项工作

在全球医学界非常牛的老牌杂志
英国《柳叶刀》（全球卫生分册）前几天
发表重量级报告，发现孕妇补充多种
微量营养素（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
括铁、叶酸、维生素D、维生素A、维生
素C、锌、硒等15种，配方见文后）与仅
仅补充铁和叶酸相比，可以增强孩子
的认知能力，孩子在9-12岁时认知能
力表现领先（相当于比同龄人多上半
年甚至一年的学）。

这项报告由印度尼西亚SUM-
MIT发展研究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
学戴维斯分校、澳大利亚迪肯大学、英
国兰卡斯特大学、美国乔治城大学、印
度尼西亚马塔兰大学、美国哈佛大学
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共同完成。
SUMMIT是“多种微量营养素干预试
验”的英文缩写，该研究为双盲整群随

机分组随访研究，由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UNICEF）、美 国 国 际 发 展 署
（USAID）等机构资助。

该研究于2001-2004年在印度
尼西亚选择 31290 位孕妇，随机分
成两组，一组（15804 人）补充多种微
量营养素（配 方 见 文 后），另一组
（15486 位）补充铁+叶酸。到2012-
2014 年找到两组的孩子（根据研究
先后年份不同，他们的孩子在 9-12
岁之间），有18230位在已知地点上
学的学生，从中随机选择2879位儿
童（妈妈孕期补充多种微量营养素
的 1466 位，妈妈孕期只补充铁+叶
酸的 1413 位）。然后，研究者评估这
些孩子的身体发育情况、一般智力、
陈述性记忆、程序性记忆、执行能
力、学业成就、精细动作灵活性、社

会情感健康等。
结果令人惊讶，妈妈怀孕时补充

多种微量营养素的后代智力更胜一
筹，在21项测试中有18项评分领先，
比如有更好的程序性记忆能力，反映
在学业成绩上，相当于比同龄儿童多
上了半年至一年学的水平，尤其对于
贫血母亲。程序性记忆对儿童在学业
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现都非常重要，并
与语言、打字、阅读、计算、驾驶等技能
的学习相关。

更令人吃惊的发现是，对儿童认
知能力影响更大的是外界环境因素
（包括家庭环境、母亲是否抑郁、父母
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等），而不是
生物医学因素（包括母亲妊娠期间营
养水平、出生时体重偏低、早产、婴儿
时期体格发育不良等）。社会环境的

影响明显大于生物医学因素。
因此，该研究支持妊娠母亲补充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这对9-12岁儿
童认知发育具有长期益处。孕妇补充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不是单纯补
铁或叶酸，目前这在国内很多城市妇
幼保健系统是常见做法，亦有相关规
范或指南支持。

注：该研究中使用的多种维生素
和矿物质配方，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的多种微量营养素胶囊（30mg 铁＋
400μg叶酸＋800μg视黄醇＋200IU维
生素 D＋10mg 维生素 E＋70mg 维生
素 C＋1.4mg 维生素 B1＋1.4mg 维生
素 B2 ＋ 18mg 烟 酸 ＋ 1.9mg 维 生 素
B6＋1.6μg 维生素 B12＋15mg 锌＋
2mg铜＋65μg硒＋150μg碘）。

来源：搜狐

孕妇补充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让孩子更聪明

市卫生计生委第九批援疆医疗队员今日启程 2月20日下午，市卫生计生委
5名援疆医疗队员参加市委组织部召开的第九批援疆干部欢送会，委党委书记、主
任王莉应邀出席会议。会后，5名援疆医疗队员和我市其他援疆干部一道启程赴
上海，加入我省第九批其他援疆干部队伍远赴新疆。他们分别是：市一院信息科
科长兼神经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邵耐远，市二院眼科主任医师毛平安，市妇幼
保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向梅，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解鹏和市七院放射
科副主任医师曹丹。此次他们将远赴我国最西部的乌恰县，在乌恰县人民医院完
成为期一年半的医疗援疆工作。出发前，委党委和各派员单位高度重视，召开了
动员会、座谈会和欢送会，与援疆队员们充分交流、沟通想法，听取队员们的意见
和建议，并严格落实援疆干部政策，努力解除队员们的后顾之忧,确保他们轻装上
阵,安心援疆。自1998年以来，我市已先后派出八批46名援疆医疗队员。

市一院召开对口支援成员单位联席会议 2月14日上午，2017年度常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对口支援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在医院5号楼会议室召开，副院长华飞主
持，院长何小舟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医联体成员来自全市18家医疗机构。会上，
首先，华飞总结了医院2015年和2016年的对口支援工作，着重介绍了医院在2017
年度对口支援及医联体建设的工作重点。之后，举行了市一院与新医联体成员单位
的签约仪式。此次，市一院新签署了3家医联体成员单位，分别是溧阳戴埠镇中心
卫生院、溧阳南渡镇中心卫生院和溧阳市社渚卫生院。在2016年医联体建设的基
础上，根据市卫计委的统一部署和指导，市一院将继续积极推进医联体建设，探索和
构建医疗联合体的新型运作模式，提高大型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利用效
率，落实分级诊疗体系，在双向转诊、远程影像会诊、集中消毒供应等方面有所突破，
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连续的基本医疗服务。

市二院承办常州软组织疼痛精准诊疗技术临床应用公益学习班 2月18日，由
北京韩济生疼痛医院研究院主办，中国中西医结合协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协办，常州
市第二人民医院承办的常州软组织疼痛精准诊疗技术临床应用公益学习班暨细银
针技术临床应用科研课题研讨会在市二院城中院区如期举行。中国医师协会疼痛
科专业委员会、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樊碧发，江苏省医学会疼
痛学会分会主任委员、南京鼓楼医院疼痛科主任林建，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
汤黎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由市二院科教科科长倪昕晔主持。会上，专家们
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在会后还进行了疼痛治疗技术的示范教学。

常州市中医医院接受国家胸痛中心认证专家现场核查 2月16日下午，中
国胸痛中心认证工作委员会的四位专家来到常州市中医医院，对该院进行国家
胸痛中心认证现场核查。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王莉参加会议并致辞。会上，
专家组组长、中国胸痛中心认证委员会委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刘斌教授就中国
胸痛中心认证的目的和意义、认证标准的要素及现场核查的流程逐一作了介
绍。随后张琪院长汇报了医院胸痛中心的创建工作。专家组与医院领导专家、
院前急救人员、网络医院代表等进行了沟通和提问。汇报结束后，认证专家组对
该院胸痛中心的相关文件、数据资料进行了详细核查，并来到院急诊科、导管室、
心血管内科病房、CCU等地对胸痛中心的运作情况做全面考查，现场模拟演练
120救护车运送急性心梗患者绕行急诊直达导管室的救治流程。

市四院廉政教育创新招 2月17日下午，市四院青年医师如期参加医院组织
的“三基”考试，在这次考试中出现了关于商业贿赂刑事案件的相关试题。这是医
院廉政教育的创新，将法律法规相关知识结合临床业务知识的考核，这是医院纪
委筑牢底线严防商业贿赂、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会议要求、推进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具体措施、也是将反腐倡廉教育化软为硬，由虚变实的一种
新探索。看似简单的形式改变，却充分体现了医院对廉政教育的重视，使得医疗
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廉政知识时时学习，牢牢掌握，并内化为廉洁自律，外化于廉洁
行医的自觉行动，时刻保持清醒，进一步增强廉政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市妇保院召开2017年度党建工作会议 2月 14日下午，市妇保院召开
2017年度党建工作会议。护士长以上干部以及党员代表13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党委委员、副院长肖春华主持。会上，党委张晨书记作党建工作报告。会
上，下发了2017年度院副职领导、支部、科室党风廉政、行风建设责任书和党支
部目标管理任务书，并调整了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成员名单。此次会议还
邀请了上海东方讲坛特邀讲师杜言敏教授作干部讲堂第17讲《新形势下的群众
工作方法创新》。

市七院召开一院支持七院挂职专家座谈会 2月13日下午，市一院支持七
院挂职专家座谈会在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四楼会议室召开，院领导、部分职能科
室科长、对接科室的科主任、第二批结束挂职的一院专家以及第三批挂职的一院
专家参加了会议。会上，第二批结束挂职的6位一院专家畅谈了在七院挂职半
年以来的工作经历、体会认识和今后打算；第三批挂职专家逐一自我介绍，并作
了表态性发言。院长罗立波充分肯定了第二批挂职专家半年以来的工作。党委
书记徐辉指出，挂职锻炼是市卫生计生委落实医改政策做出的一个重要举措，也
是加快人才干部培养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政府支持七院做优做强项目的重要
内容。希望大家按照有关要求，全身心地投入到挂职锻炼工作之中。

常州市药具站召开全市药具工作会议 2月15日，常州市药具站召开全市计划
生育药具工作会议。会上通报了2016年全市计划生育药具工作情况。各辖市、区
就2016年各地药具工作亮点和2017年工作思路作了交流发言。市药具站站长蒋
琳霞传达全省妇幼健康工作会议重要精神，并详细解读了《2017年全省计划生育药
具工作要点》。市卫计委副主任赵兴光参加会议并做重要讲话，他指出，2017年全
市药具工作要围绕“大健康、大卫生”的理念，以人民健康为追求，以深化改革、夯实
网点、优化服务为核心，全面推进药具改革创新。市药具站全体人员、各辖市（区）分
管药具的领导和药管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中心联合德安医院组织召开2016年康复医学中心工
作总结大会 2月18日，江苏省人民医院康复中心在德安医院报告厅组织召开
了2016年康复医学中心工作总结大会及康复联谊会。省人医康复团队相聚一
堂，康复界大咖励建安、王彤、陆晓、王红星、许光旭等悉数到场。上午，省人医康
复中心励建安、陆晓主任凭借他们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研究功底分别以《康复临
床的科研》、《老年人常见康复问题及治疗策略》为内容授课。随后，来宾分批参
观了德安医院康复治疗部、内脏病康复科以及精神康复科等。下午，2016年康
复医学中心总结大会及康复联谊会开始，德安医院张杰辉院长在大会上致辞，各
康复团队依次做了2016年工作总结，其中省人医康复医学中心副主任、德安医
院康复中心主任王彤代表德安医院团队做了发言，向各位介绍了德安医院康复
中心一年来的发展进程以及取得的成果。省人医康复中心对年度优秀个人、年
度教学出色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表彰。 本报综合

近年来，常州市儿童医院持续开展“小义工岗位体验活动”，为有爱
心的青少年搭建社会实践的平台。活动开展以来，得到了学生们的踊跃
参与。

在刚刚过去的寒假，来自常州外国语学校、正衡初中、钟楼实验初中
等学校的68名中学生分批参与了体验活动。经过培训，小义工们有的
指导市民使用自助挂号机，有的变身行风监督员进行满意度调查，有的
协助药师完成制剂包装……用一点一滴力所能及的行动服务他人，也在
社会实践中提升了自己。

儿院宣

小义工的“心”体验
——市儿童医院为青少年搭建社会实践平台

小义工在指导市民使用自助挂号机

小义工们在制剂室“帮班” 小义工化身“行风监督志愿者”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