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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腰椎病的发病原本没有明显的
季节性，但季节和环境的变化对颈腰
椎病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是因为夏季
温度高，人们在睡眠中翻身次数增多，
休息不好，容易落枕，以至影响到骨关
节及肌肉休息，造成颈肩部、腰部疼
痛，诱发颈椎腰椎病。其次，人们在夏
季喜欢吹空调、风扇，颈背部肌肉易受
寒，这也是引起颈椎腰椎病的诱因之
一。此外，人们的不良姿势也会伤害
颈椎和腰椎，如有些上班族中午坐着
打盹，姿势不对扭曲腰部，也会给颈椎
带来非常大的伤害。

颈腰椎病治疗也可以遵循冬病夏
治的治疗传统，夏季正是治疗颈腰椎
病的好时机，高温让血液循环加快，有
利于颈部消除水肿和炎症，达到祛瘀
生新，事半功倍的效果。

调脊通督法

以经络学说以及脏腑经络及脊柱
具体部位的相关性为基础，通过经络辨
证和脏腑辨证，应用调脊通督手法对脊
柱错动的关节加以整复。通过推法、拿
法、按法、揉法、点法、扳法等手段，循督
脉（脊柱）辨证施治，调理脊柱关节，调
和丹田元气，疏通经络、振奋阳气，从而
达到恢复脏腑、经络本来机能的目的，
最终使脊柱条达，督脉通畅，脏腑各司
其职，此为正本清源、标本兼治的治疗
手法。

脊柱推拿疗法

运用中医传统推拿手法，放松颈
腰背部肌肉，按揉督脉经，弹拨膀胱经
和夹脊柱穴，按揉重点穴位有，大椎、
腰阳关、肾俞等。具有舒经活络，温阳
通督的作用。

简易操作：颈部用手指按揉风池
及大椎穴；腰部两手掌根揉擦腰骶部
腰阳关、肾俞及八髎穴，早晚一次。

温针灸疗法

运用中医传统针灸手法对督脉和
膀胱经，重点穴位有风池、大椎、华佗夹
脊肾、大肠俞、关元俞、秩边、环跳、委中、
承山、阳陵泉、昆仑等，具有疏通经络，调
和阴阳，扶正祛邪。

罐蜡灸疗法

运用火罐和蜡灸对督脉和膀胱经，
通经活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祛风散
寒，最后达到治病、防病、保健的目的。

温阳熏督疗法

是经络养生的范畴，以督脉（脊
柱）为中心，用温阳的中药通过煮沸后
产生的蒸汽进行熏蒸，借药力和热力
直接作用通过督脉经，从而使督脉的
气血条达、经络通畅、阴阳调和，进而
达到消除病痛的目的。

艾灸疗法

将艾条的一端点燃，对准应灸的腧

穴部位或患处，约距皮肤1.5-3厘米左
右，进行熏烤。熏烤使患者局部有温热
感而无灼痛为宜，一般每处灸5-7分
钟，至皮肤红晕为度，重点穴位有大椎、
腰阳关、肾俞等，艾灸有温经通络、升阳
举陷、行气活血、祛寒逐湿等作用。

传统养生功法

是在中医养生理论指导下，运用
特定的方法配合呼吸和意念来调节人
体身心健康的一种祛病延年的身心锻
炼方法。它通过自我调控意念、呼吸
和身躯，来调整内脏活动，加强自身稳
定机制，从而达到祛病益寿的目的。

颈椎导引操：主要操式为：四面观
瞧、回头望月、点穴旋肩、山海朝针、弯
肱拔刀、霸王举鼎、顶天立地、收功。
腰椎导引操主要操式为：预备动作、风
摆荷叶、左右弯弓、转腰推碑、轮转辘
轳、仰天观星、反捶背、收功。此外运
动还要掌握一个度，只有适量的运动
才能产生阳气，若运动致大汗淋漓，则
阳随汗脱，反而消耗阳气。

8月11日，全国肢残人活动日，市
二院金东方院区举办了“阳光伙伴
让伤不痛 助残康复”活动。

当场，市二院金东方院区执行副院
长刘瑞平为大家介绍本次助残项目。
本次助残项目分为创面修复类与助残
康复类，周期三年，预计为残疾人慢性

伤口患者提供价值7万余元的伤口治疗
所需服务；同时本次项目提供50个残
疾人名额，在住院情况下，为其进行25
个康复项目，价值60万元左右。

市肢残人协会主席王德林为市二
院金东方院区神经内科、康复科授牌

“肢残康复 共建单位”、为创面修复
专科授牌“创面修复 共建单位”。

仪式结束后，现场的残疾人进行
了精彩的互动。八段锦、趣味运动、夹
乒乓球比赛……气氛热烈。

刘瑞平表示，通过此次助残康复
活动，市二院金东方院区将加大志愿
者扶残助残工作的宣传力度，引导人
们正确理解、关注、参与扶残助残，在
社会树立起扶残助残的文明新风尚。

曹音

中医院颈腰痛专家谈颈腰的夏季保养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提高，医疗美容需求日渐旺盛，
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注射透明质酸钠
（即玻尿酸）、胶原蛋白、肉毒毒素等进
行“微整形”医疗美容。一些不法分子
为牟取利益，没有相应资质非法制售
使用注射用透明质酸钠、胶原蛋白、肉
毒毒素等药品、医疗器械，造成危害和
影响消费者健康的事件时有发生。

近日，全市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
容和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专项行动动员会在市卫生监督所
召开。

会议明确了工作目标：各有关部
门相互配合，以查处案件为抓手，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露头就打，绝不手软，
严厉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查处一批大
案要案，曝光一批违法企业单位，惩处

一批不法分子，坚决有效遏制医疗美
容市场乱象。建立严重违法犯罪者

“黑名单”，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实施
联合惩戒。同时坚持破立结合、打建
并举，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
施，健全长效机制，加强管理，促进医
疗美容产业规范健康发展，切实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欢迎广大市民进行电话举报。
常州市所和各辖市区所投诉举报受
理电话：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0519-86608357
金坛区卫生监督所：0519-82886879
溧阳市卫生监督所：0519-87266130
87266136
武进区卫生监督所：0519-85286335
89856890
天宁区卫生监督所：0519-85357329
钟楼区卫生监督所：0519-86811668
新北区卫生监督所：0519-81000270

喻瑞玉

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专项行动已开始

市二院金东方院区举办助残康复活动

有些职业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
的，一旦出现差池就可能造成生命的
威胁，例如追捕歹徒的警察、火场逆
行的消防员、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人；
而有些职业的影响则为隐形或者长
期的结果，例如粉尘所致的尘肺、石
棉所致的肺癌、苯所致的白血病等，
可见许多工作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
健康风险。

尽管目前对于职业安全的管理越
来越严格，根据美国癌症协会报道，在
美国约有4%的癌症起源可追溯到职
业接触致癌物质，但有些致癌物质可
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体内作用最终
导致癌症，同样不能忽视。以下我们
就一起看看到底哪些工作可能增加你
的患癌风险。

橡胶制造业工人

橡胶制造虽然不是什么新兴产
业，但我们仍然需要工人去生产汽
车轮胎、橡胶手套等生活必需品。
橡胶产品包含许多化学物质，其中
芳香胺就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质，
工人在产品制作过程中可能通过
呼吸或皮肤吸收了空气及粉尘中
的化学物质，而对人体健康造成严
重威胁。

根据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的相关
研究，显示橡胶制造业的工人罹患膀
胱癌、胃癌和肺癌的机率较高。而美
国癌症协会则将白血病和淋巴瘤列入
该名单，使得橡胶制造行业成为最容
易致癌的工作之一。

农业工作者

拥有一个为自己和他人提供日常
食物的农场，听起来很不错，但它的致
癌风险也很确切。相关研究显示，在
农场工作的女性乳腺癌风险可增加
35%，而且肺癌风险也会升高。

在澳洲，农场工作被认为是癌症
高风险的5大职业之一。而经常接触
发动机废气、农药、化学肥料和其它元
素则被认为是淋巴瘤、白血病和其他
癌症发病的关键原因。

美发师&理发师

理发店除了帮顾客修剪头发，最
主要就是吹拉染烫，而长期暴露于染
发剂的化学物质则是导致癌症高发的

主要原因。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相关
数据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18岁以上
的女性和十分之一的男性都有过染发
的经历。

200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美
发师和理发师罹患膀胱癌、咽喉癌及
肺癌的风险明显升高，而染发剂特别
是长时间反复接触染发剂中的化学
物质是造成癌症发生的罪魁祸首。

汽车修理工

从事汽车修理的技工每天都要面
对脏兮兮、油腻腻的工作，而且这些污
垢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他们最常接
触的致癌物质是石棉和苯，其中石棉
是造成间皮瘤的主要原因，但因为其
耐热特性，仍然存在于刹车片和离合
器的配置当中，而汽油中的苯则是造
成白血病的主要原因。

建筑工人

建筑工人常常面临着患癌在内的
各种各样的职业风险，和汽车的相关
配件一样，许多建材中也含有石棉的
成分，因此在拆除建筑时应当提高警
惕。而粉刷工人使用的油漆也含有致
癌物质，可增加患癌风险。

美甲师

已有相关报告显示，美甲师有多

种职业伤害，包括流产、呼吸系统疾
病、皮肤问题以及癌症风险。而淋巴
瘤和多发性骨髓瘤是风险最高的两种
癌症，美甲相关物品中含有福尔马林、
二氧化钛、甲醛等致癌物，使用时最好
在通风的场所并且戴上防护面罩。

塑料厂工人

塑料的应用已经覆盖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
橡胶产品，但不幸的是，塑料制造业同
样存在很大的癌症风险。根据美国癌
症协会的研究显示，塑料厂工人有更
高的肝癌、肾癌、咽喉癌发病风险，其
原因主要是长期接触木屑、镉和其他
有害气体。

采矿工人

采矿工人不仅会接触到石棉，在
矿井工作的工人还常常接触铀和氡，
从而导致更高的患癌风险，包括脑癌、
间皮瘤、胃癌、甲状腺癌等。此外，矿
区的柴油废气以及吸烟等问题还会导
致肺癌发病风险的升高。

金属制造工人

和塑料厂工人一样，焊工们同样
容易罹患肾癌和咽喉癌。美国癌症协
会报道发现，女性从事焊接相关金属
工作者罹患乳腺癌的最大风险为

75%，而焊接时的高温、金属碎片和辐
射等也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

飞行员

看到这里，你可能发现了一个特
点——增加癌症风险的职业多为蓝
领，所以飞行员出现在这儿似乎有些
出人意料。相关研究显示，飞行员及
其他机组人员罹患恶性黑色素瘤的风
险明显增加，其原因主要是高空中紫
外线、宇宙辐射较强。

放射科医生

放射学技术是医疗诊断的重要
一环，但相关研究表明放射科医生的
甲状腺癌风险明显升高，美国甲状腺
协会发现协助患者进行X-线检查50
次以上可增加1.5倍的甲状腺癌发病
风险。

烟囱清洁工

美国癌症协会的研究表明，烟囱
清洁工的皮肤癌发病风险增加，而砷、
煤焦油、石蜡和过度暴露于阳光是罪
魁祸首。

化学工厂工人

化学工厂的工人每天都要接触有
毒且致癌的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可能
通过皮肤吸收进入人体。例如从事染
料和油漆工作者膀胱癌风险增加，而
长期使用苯胺，砷和β-萘胺等化学品
也会导致癌症的发生。

有压力的工作

如果你的工作让你整天焦虑甚
至整夜失眠，那极有可能会增加你的
癌症风险。相关研究显示癌症与男
性持续性压力工作相关，即 15-30
年的持续性压力的工作会增加肺癌、
结直肠癌、胃癌和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风险。

工作地点靠近“癌症集群”

某些地区的癌症风险明显升高且
原因不明，通常被称之为“癌症集群”，
其原因可能是环境影响，因此工作地
点位于癌症集群附近，患癌风险也可
能比较高。

来源：搜狐

当心！这15种职业患癌风险最高

实干篇
市一院迎来20名学生体验者 8月 4日下午，来

自我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平岗校区的20名四年级小学
生来到市一院参加“大手牵小手，爱心助成长”职业体
验活动，学习急救技能和爱眼知识，体验导医服务和心
理训练。“大手牵小手，爱心助成长”学生假期体验课是
市一院面向学生开放的实境体验活动，旨在开阔学生
视野，丰富课余生活，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医院今后将
继续开展此类活动，关爱未成年人，用责任担当传递公
益正能量。

市中医医院开展“急诊能力提升月”专项活动 为
全面提高医院急诊医疗服务水平，提升急诊医疗质量，
市中医医院8月份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急诊能力提升
月”专项主题月活动，通过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急救诊疗
知识讲座、人员技能培训与演练、医疗风险整改等活动，
主抓“人员到位率”、“抢救成功率”、“设备完好率”和“制
度落实率”。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增强急诊医务人员

“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提升急诊医疗质量和
安全意识、规范诊疗行为和应急救治能力，树立良好的
医德医风，努力为广大患者提供安全、规范、有效的医疗
服务。

市儿童医院举办精品服务专题培训讲座 为进一
步提升医院干部职工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进而为患

儿提供精品服务，近日，市儿童医院举办《加强沟通服
务 减少医疗纠纷-服务篇》专题培训。会议特别邀请
市医院管理学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明玉教授前
来授课。陈教授从医院现状出发，结合自己儿科医生出
身及十几年丰富的院前急救管理经验，从服务概念、意
识、流程以及服务双因素、服务的黄金定律、感恩心情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贴合实践的讲述对强化服
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
进作用。

市七院为老党员“送学上门” 针对离退休党员年
老体弱、行动不便、流动性强的实际情况，市七院党委
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引导，开展到离退休党员家
中送学习资料的“送学上门”活动。8月8日、10日上
午，在院党委书记徐辉的带领下，机关党支部书记王玉
华等一行四人带着“两学一做”等学习资料来到离休党
员薛增茂和汪九龄家中，把学习资料和手册送到他们
的手中，让离退休党员足不出户就了解党的最新方针
政策。

-----------------------------------

市二院首届博士后中期考核圆满完成 8 月 11
日，市二院迎来医院建立80周年院庆，同时也迎来第
一批博士后中期考核。考核会邀请江苏省肿瘤医院
许林教授、上海仁济医院陈奇教授、常州二院刘瑞平

教授作为考核小组专家，并特邀南京医科大学常州临
床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顾洛教授作现场专家指导。经
过讨论评议，考核组专家一致认为参加本次中期考核
的博士后在站期间的工作情况及中期考核报告质量
均达到博士后中期考核要求，并对博士后们的研究成
果寄予厚望。

市肿瘤医院举办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8月11日，
市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举办了市级继续教育项目《胃癌
的多学科联合诊治新进展》的学习班，来自全市各医疗
单位的肿瘤及相关专业人员近200人参加学习。本次
学习班邀请多位专家围绕着2017年ASCO胃癌分子
靶向治疗的最新进展、2016版胃癌加速康复外科指南
解读、早期胃癌的筛查治疗、胃癌的分子标记物规范检
测以及如何提高治疗精准度、减轻抗肿瘤药物不良反
应等展开学术交流和探讨。市肿瘤医院胃癌MDT团
队资深专家、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杨全良则详解介绍了
医院胃癌多学科诊疗模式的经验，得到与会者的认可
与肯定。

市妇保院喜获教学查房竞赛高级组特等奖 8月
11-12日，由南京医科大学主办、常州临床医学院承办
的南京医科大学2017年临床教学工作会议在市二院阳
湖院区召开。会上获悉，市妇保院产科王文丽副主任医
师获得第三届南京医科大学教学查房竞赛高级职称组
特等奖和优秀带教老师两项殊荣，产科沈梅红主治医师

获得了教学查房竞赛中级职称组三等奖，妇科戚慧主治
医师获得优秀带教老师称号，科教科张克良科长获得优
秀教学管理干部称号。

市七院开展副护士长培训心得交流会 8月3日，
市七院新提拔的9名副护士长就参加护士长培训班的
心得体会进行现场交流。张洁对《危重患者约束安全》
进行了讲解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孟云霞在《促进患者
安全》方面提出自己的想法；陆玉婷对《病人安全管理
屏障设计与应用》进行了诠释，计划将SBAR沟通模式
运用在交接班中，并已设计出相应的表格……护理部
主任王玉华对副护士长们的交流报告给予肯定，并提
出期望和要求。

市中心血站走进道德讲堂总堂 8月11日，由市文
明办和市卫计委主办，市中心血站承办的以“用爱点亮
生命之光”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动在市文化宫大成殿道
德讲堂总堂举行。驰援抢救新生儿稀有血型溶血症患
儿；“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血站书记、
站长张建伟怀揣着坚持参加无偿献血，甘当生命点灯人
的热血情怀；体检采血科护士一年365天起早贪黑采集
血液，服务全市5万名献血者的心路历程……一个个动
人的故事感召着人们积极投身无偿献血公益事业中，为
保障全市临床血液供应贡献力量。

本报综合

如何预防和治疗糖尿病?科学饮
食是必不可少的。科学饮食合理运动
是可以达到防治糖尿病的作用，提醒
妊娠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控制好饮食，
以达到控制血糖，这样才能更好地避
免并发症的侵害。

适当限制糖的摄入量：

以五谷、根茎及豆类为主要来源，
尤其是含纤维素较高的燕麦片、糙米
和全麦面包。水果中的草莓、菠萝和
猕猴桃等含有较高的可溶性纤维、维
生素和矿物质，应优先选用。但香蕉、
甘蔗、龙眼和葡萄等含糖量较高故不
宜多吃。

增加蛋白质：

妊娠时蛋白质的量一定要充足，
因为蛋白质不仅是维持子宫和胎盘正
常发育的重要营养物质，而且对胎儿
的正常发育也非常重要。多食用动物
蛋白质如牛奶、乳制品、禽蛋、鱼和豆
制品。

维生素的摄入：

维生素D：妊娠时需要量增加，有
条件时可饮用加入维生素D的牛奶，
或更为简单的方法是每天在阳光下散
步。叶酸：妊娠时需要量比平时增加2
倍，因此应多吃一些含叶酸较多而对
血糖影响较小的食物，如绿叶青菜(如
菠菜和甘蓝菜)、豆类、动物肝脏、橙子

和全麦面粉等。维生素C：在许多食物
中有相当大的含量，如柑橘类水果、猕
猴桃、玉米、花椰菜等。

铁、钙等微量元素的需要：

铁是主要的造血物质。妊娠时母
亲需要更多地补充铁，而胎儿也需要
在肝脏内储存更多的铁，以便在出生
后离开母亲时，在不能及时得到足够
的铁补充时，能自身造血用。含铁丰
富的食物有动物肝肾、动物血、黑木
耳、大枣、海产品、豆类、干果、瘦肉等。

钙的补充每天应能保证1200mg，
因为钙对胎儿骨骼的发育非常重要，
牛奶是钙的主要来源，如果因对牛奶
过敏而不能喝牛奶时，应询问医生，获
得帮助，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钙剂。

适当水果的需要：

水果中的草莓、猕猴桃等可首选，
香蕉、荔枝、龙眼和葡萄等含热量较
高，不宜多吃。食糖、蜂蜜、巧克力、甜
点等双糖、单糖食物应避免。

温馨提示:

“糖妈妈”应多吃清淡的饮食，在
控制总热量的原则下，营养全面均衡，
规律进餐，少量多餐，体重适当增长。
碳水化合物以粮食及豆类为主，应注
意粗细粮搭配。水果应在两餐之间食
用，每日食用量以200-400克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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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孕妇如何控制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