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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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698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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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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要说画画

（照片由作者提供）

有些女性习惯用右肩挎包，而包
往往十分容易下滑，因此常常不自觉
地通过抬高右肩将挎包的带子稳住，
这样的动作需要肩部肌肉收缩，如果
肩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便会产
生痉挛，出现酸痛，甚至形成脖颈部肌
肉强直，医学上把这一特殊病因造成
的病症称为“挎包综合征”。

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专家
建议，一旦出现上述症状后，应暂时停
用单肩挎包，改用小型手提包后症状可
以缓解，局部也可进行热敷和按摩。此
外，平时应避免长时间地使用单肩挎
包，或挎时两肩交替，对预防本症有效。

背包大PK！哪种背包更健康？
1、双肩背VS单肩背——单肩背

由于受力不均，尽量选择双肩背；

2、粗肩带VS细肩带——细肩带压
在肩膀上，受力面积非常小，压强自然增
大，而且肩颈部的肌肉劳损会加剧；

3、长带VS短带——背包包时，受
力的支点在肩上，就像杠杆原理，包带
越长就表示阻力臂、摩擦力增大。为
了减少肩部所受的力，包带还是缩短
点比较好；

3、背在前VS背在后——把包包
刚好背在手臂与躯干之间，用手轻轻
夹住，这种“背中间”的方式可以减轻
肩部所负担的力量，如果不喜欢夹着，
包包稍往后挪比往前要好；

4、手拎VS臂挽——用这两种方
法时一定要为包包减负并经常左右手
轮换。

来源：家庭医生在线

2015年，《中国医生执业状况白皮
书》显示，我国医生普遍认为执业环境
较差，三级医院90%以上的医生每天工
作超过8小时，60%的医生每天看超过
60例患者，42%的外科医生手术日平均
时间超过8小时，不仅如此，98%的医生
遭过患者或家属不同程度的辱骂，49%
的医疗人员对执业环境不满意。

我的一位大学师兄，解放军第304
医院的麻醉医师，晨起被发现猝死在
家中。师兄品学兼优，做人善良、做事
实在，几乎天天都在超负荷工作。只
是逝者已矣，生者仍需继续前行。但
是，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心惊
胆寒：齐齐哈尔的杀医案，保定的医生
被割喉，南京护士被暴打，山西女医生
被连刺九刀，再有昆明血案……骇人
听闻，残忍至极。

在这个缺乏信任的医疗环境中，医
患关系也就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
的热门话题。有人站在患者的角度这
样描述：“医院医生依旧在，只是药价
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绵羊看到
狼群眼泪流。”甚至还有人说：“要想富，
做手术，做完手术告大夫，一夜变成万
元户。”当然，这古词和顺口溜难免有些
夸张，但这也确实是当今医患关系紧张
的一个生动写照。所以，我们慎之又
慎，甚至不敢大声说话。钟南山说过，

“你一旦选择了，就必须用一生的忠诚
和热情去对待它。”但这种忠诚和热情
屡遭践踏，医改难行，工作量大，患者期
望过高，伤医事件频发，加速我们的职
业倦怠和迷茫。因此，在行医路上，我
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2014年10月，我的一位老年患者
在住院时不慎摔伤，当时我心里揣测
着各种最坏的可能。可是，老人女儿
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释然，却
又愈发愧疚，她说：“曹医生，我妈妈年
纪大了难免会有点小意外，毕竟你们
医生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
我们不怪你。”而后在整个住院过程
中，老人的子女也从未对医护人员提
出过任何的责难和抱怨，反而总是说，
医生护士太辛苦了，给你们添麻烦
了。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在出院时，
老人和子女非但没有提出关于减免费
用的任何要求，竟然还送来了锦旗表
示感谢！那情那景，让我至今难忘；那
种感觉，真如山涧清泉，沁人心脾！又
如阵阵春风，吹散心头迷雾！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
纷。面对被“妖魔”化的医患关系，我
们承载了太多的责难甚至是血泪，但
我们没有退路，唯有担当，因为，我们
所被托付的是生命！医、患本一家，相
煎何太急？患者对我们越是缺乏信
任，我们的责任就越大，路就越漫长。
唯有坚守那最朴素的心，方能维护这
袭白衣的圣洁！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
君！医者，请让我们以患者的名义，但
行好事，莫问前程，坚守初心，勇敢前
行！（本文作者为医学博士，解放军第
102医院睡眠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

行医路上⑦
以患者的名义

□ 曹志永

8月1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
司副巡视员龚向光在卫计委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公布了卫计委出台的《关
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医疗领域
投资活力的通知》，其中提到“国家
卫生计生委在已有医学影像诊断中
心、病理诊断中心、血液透析中心、
医学检验实验室、安宁疗护中心等五
类独立设置机构基本标准及管理规
范的基础上，再制定独立设置的康复
医疗中心、护理中心、消毒供应中
心、健康体检中心、中小型眼科医院

等机构的基本标准及管理规范，拓展
社会投资领域，推动健康服务业新业
态发展。”

此条例一被提及，就被业内解读
为“利好消息”。

在我国，由于医疗本质的特殊
性，“医疗”这个行业，天然有一堵墙，
横亘在公立医疗和民营医疗之间。
2014年左右，移动互联网大潮席卷各
个行业，医疗也被“光顾”，虽得益于
先行者的身体力行，但数年时间，水
滴石未穿。

在4年的时间里，思想的变革改
变人们固有的一些健康观念，但是那
堵墙的壁垒自始至终屹立不倒。近两
年，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墙”正在变
的越来越薄，公立与民营，线上与线下
的壁垒正在慢慢消融。

我国的医疗行业，尤其是公立医
院是一个“巨无霸”。此前在与业内人
士交流的过程中，对方曾感慨，在我国
上市公司中，绝大多数都是医药的上
市公司，而药只是大医疗的一部分，可

想而知“医”的市场机会有多大。而这
个“巨无霸”也一直是医疗创业者争相
追逐的蛋糕。

在医疗创投圈，之前大都喜欢称
呼自己为“移动医疗创业者”，仿佛标
注了“移动”二字，就成为了一种与众
不同，然而，预约挂号在线问诊也好、
健康管理康复护理也罢，始终都绕不
开医院的支持，挺过了2016年的寒
冬，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不与医院
建立联系的移动医疗就像是空中楼
阁，于是在2016年末，兴起了互联网
医院；2017年，迎来了线下诊所的建
设大潮。

诚然，随着政策的持续推进，医改
政策的不断出台、落实，医院被“分解”
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市场被放开，线上
线下的融合之势愈加明显。

面对即将开启闸门的大坝，“墙”
外的移动医疗企业要何去何从？

答案只有一个——变革求新。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纵观人类的发

展史，每一次的变革究根到底都是从技

术变革开始的。亿欧在多次与业内人
士的沟通中发现，移动医疗之所以被提
及，是因为在2014年，移动互联网技术
还只是一个新的技术，就像手机、像电
脑刚刚出现的那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进，亿欧判断，这一名词也会随着抛物
线的下滑融入产业发展的长河。

医疗产业，或者叫大健康产业，如
果想得到长久的发展，必然要进行技
术的革新升级，新一代的技术热潮是
AI、人工智能，是伴随着5G的发展被
人们寄予厚望的大数据。

然而，仅有技术升级是远远不够
的，在此之前更需要升级的是观念。

有句话叫做，梦想有多远就能走
多远，此前有人分析过国内的创业环
境，北上广深遥遥领先，在二线以下城
市对着北上广深望洋兴叹的时候，恐
怕其中大多数的人都不会想到自己也
能做到。认知就像是一个圆，知道的
越多才知道自己知道的越少。

如何变革？从技术开始。
来源：凤凰健康

为什么要吃杂粮，它有什么好处呢？
粗杂粮，比如小米、燕麦、莜麦、玉

米、高粱、各种薯类等。它们营养成分
含量多，膳食纤维含量高。

建议食用粗杂粮、粗加工的主食，
比如南瓜馒头、白面和玉米结合的金
银卷、全麦馒头、杂粮面包、火烧等。

在窝头里添加芹菜叶、茴香、胡萝
卜等，不光增加窝头的口感，也可保证
营养的全面。

也推荐大家做杂粮饭，加入高粱
米、燕麦米、花豆、芸豆、豇豆等，这些
食物含有丰富的钙、膳食纤维和蛋白
质等，利于人体的健康。

体重超标、血脂高、血糖高的人们
可以经常吃杂粮饭，但是要根据自己
消化功能适当的调整。最新的膳食指
南推荐人们每天的食物摄入种类要达
到12种，每周要达到25种。

不过，我们也不能一味的追求粗
杂粮，粗杂粮摄入过多会增加消化道
负担。虽然杂粮控制血糖、血脂的效
果很好，但是它会影响钙、铁、锌等矿
物质的吸收。

荞麦面条可以一半的白面一半粗
杂粮，杂粮饭也是至少一半白米一半
粗杂粮，也可以三分之二的白米和三
分之一的粗杂粮搭配，尽量做到粗细
搭配多样化。

有些老年人、儿童的消化功能相
对较差，可以做一些比较容易消化、吸
收的主食，如包子、饺子或馄饨。

杂粮，现在已经被作为难得的健
康食品，受到大家喜爱。可是您要知
道，那么多种类的杂粮，它们各自特点
不同。根据您的体质选对了，才是真
的健康！

来源：搜狐

“放管服”改革深化

移动医疗企业将何去何从？

杂粮就一定好？吃对了才健康！

近日，来自美国丹佛市的27岁摄
影师茉莉·科尔根（Jasmine Col-
gan）专门为白癜风群体拍摄了一组特
写。科尔根首次把镜头聚焦于平常不
敢拍照的群体，希望通过这一组照片
展现白癜风患者独特的艺术魅力。

21岁时，科尔根发现自己的手腕
上出现了异于正常肤色的区域，起
初，她很自卑，也经常会受到别人的
嘲笑与异样目光。科尔根每天都要
靠化妆来遮盖，可是后来当她的同学
拍她的手时，她才发现原来白癜风也
是一种美丽。

于是，科尔根开始四处寻找各行
各业的白癜风患者，为他们拍照。照
片中，拥有不同肤色的他们面对镜头
都很自信，爽朗。图片中，男子在开
心地笑，小男孩也勇于把自己的胳
膊、脖子以及每一处患有白癜风的部
位展现在镜头前，用自己的自信打破
人们对于白癜风患者的固有偏见。

现代社会很多人对于白癜风患
者都带有异样眼光，所以在社会大
背景下，很多患者都存在自卑心理，
他们不敢把自己的异样展现给别人
看。而科尔根拍摄此组照片的目的
就是想告诉那些患有白癜风的人，
接受上天赐予他们的魅力，不同才
更闪耀！

来源：凤凰网

美国摄影师聚焦白癜风群体的别样魅力

挎包族专属疾病——挎包综合征

时 间
8月15日（周二）09:00-09:30
8月15日（周二）10:00-11:00
8月15日（周二）14:00-14:30
8月15日（周二）14:00-15:00
8月15日（周二）14:30-15:30
8月15日（周二）14:30-15:30
8月15日（周二）19:30-20:30
8月17日（周四）10:00-11:00
8月17日（周四）14:30-15:00
8月17日（周四）14:30-15:30
8月17日（周四）15:00-16:00
8月17日（周四）15:00-16:00
8月17日（周四）18:30-19:30
8月17日（周四）19:30-20:30
8月18日（周五）10:00-11:00
8月18日（周五）10:00-11:00
8月18日（周五）14:30-15:30
8月18日（周五）19:30-20:30
8月19日（周六）08:30-09:00
8月19日（周六）09:00-09:30
8月19日（周六）09:00-10:00
8月19日（周六）09:00-11:00
8月19日（周六）14:00-14:30
8月20日（周日）14:00-15:00
8月20日（周日）15:00-16:00
8月21日（周一）08:30-09:30
8月21日（周一）09:00-09:30
8月21日（周一）10:00-11:00
8月21日（周一）14:30-15:30

地 点
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
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新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十九病区健教室
天宁区雕庄街道菱溪社区
一号楼19楼肾内科示教室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房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

新北院区住院楼14楼24病区示教室
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阳湖院区产科病房（住院楼4楼）
病房大楼六楼活动室

市三院1号楼12楼心内科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房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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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门诊病房综合楼1楼大厅

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门诊病房综合楼7楼学术报告厅

钟楼区邹区镇
2号楼5楼家长学校

三号楼18楼骨一科示教室
市三院1号楼13楼呼吸内科休闲区

新门急诊病房综合大楼三楼产科宣教室
2号楼5楼孕妇学校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

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志愿服务内容
准妈妈营养
新生儿护理

孕妈咪瑜伽 建议>15周
糖尿病健康知识讲座

“常青藤”健康共筑行动：传统中医大讲堂
《高尿酸血症的防治》讲座

糖友夜校
分娩前准备

《高血压伴卒中患者的优化治疗策略》
《糖尿病患者如何吃》健康讲座

“孕妈妈学校”科学坐月子及新生儿护理
好爸爸课堂

《偷袭患者如何管理血压》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

孕期心理保健及产后康复
母乳喂养技巧

《认识胰岛素&胰岛素注射操作示范》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

八段锦教学
月子营养巧搭配 建议大于28周

李淑平教授：夏季妇科养生
“常青藤”健康共筑行动：义诊咨询

妈咪课堂——宝宝黄疸知多少
“谈骨论筋”骨科健康知识讲堂

《呼吸系统疾病的功能锻炼》健康讲座
孕妈妈学校

母乳喂养知识及技巧 建议>28周
安全快乐分娩

《糖尿病足的防治&血糖的自我监测》健康讲座

志愿服务开展单位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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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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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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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中医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