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风采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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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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8月28日活动安排）

有 要说画画

（照片由作者提供）

行医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任重而
道远。从医以来，我日渐感其任重，曾
一度惧其路远，幸得父母亲人给了我
大力的支持，而病患的感谢，让我在行
医的路上走得更加坚定。

2015年除夕夜的上午十点多，我
值完夜班查完房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
家里，发现父母正在厨房里忙碌着，斗
室里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带有家乡的
年味。从医以来，我不记得自己有多
久没有回家过年了，每一次我无法返
乡的时候，便是父母不辞辛劳特地从
外地赶来团聚。看到忙碌着的父母与
妻女，我心底泛起了一丝丝暖意，所有
的疲惫都消失殆尽。

四点多，我正和家人一起张罗着
年夜饭的时候，电话铃响起，我一愣，
难道是那个食管癌晚期患者出现意外
情况了？

匆匆告别父母妻女，我往医院赶，
一路上想象患者的情况：这是一位老
年食管癌患者，已经多次住院治疗，随
着肿瘤进展已经出现了气管食管瘘而
且失去了植入支架的机会，随时都会
因大出血而危及生命，原以为他能熬
过这个年，这是他家属的愿望，也是我
的希望，我想尽了一切办法，用了所有
可以用的措施，但是……

到了医院，家属一看到我就满眼的
感激，来不及安慰家属我便走进病房，
情况比我预计的还要糟糕，患者已经处
于休克状态，值班医生已经为患者施行
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忙而不乱，我的加
入只是让患者家属更心安，患者的出血
情况得到了暂时的控制，生命体征趋向
平稳，而此时此刻，夜空里时不时传来
烟花爆竹声，我顾不得回家和家人团
聚，而是再次和家属沟通交流。

意料之中，仅仅一个小时后，患者
再次出现了致命性大出血，大家又投
入到紧张的抢救工作中。童话中总有
奇迹，而现实却无比残酷，虽然我们尽
力了，所有的抢救措施都已经实施，患
者还是离开了。当我宣布患者临床死
亡的时候，我心情沉重，又一个生命的
逝去，让我觉得自己肩膀上的压力又
增加了不少。正当我不知该如何安慰
家属的时候，家属却拉着我的手说“谢
谢你，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你快回
家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吧！”

这一声“谢谢”，冲淡了我心中的
烦闷与遗憾，心底泛起的是欣慰，所有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当我推开家门，一桌子饭菜整整齐
齐，家人坐在沙发前看着春晚等开饭。

“爸爸，你终于回来了！甜甜肚子
饿坏了！”

“孩子他妈，快把骨头汤再热一下！”
“恩赐，快洗个手，先吃点饺子吧！”
“孩子他爸，把饮料打开啊！”
我抬头看了一眼时钟，已经是晚上

9点多了，我们家的年夜饭才刚刚开始！
窗外烟火绚烂，屋内欢乐闹腾，

我的心里一片春意，家人的理解和支
持，是我前行的力量源泉，而那位家
属的“谢谢”，是我坦然面对委屈和责
难的动力，是我在行医路上不断汲取
知识的根源，我会竭尽全力为患者寻
找更多的希望，让患者更安心地托付
于我！

（本文作者为常州市肿瘤医院放
疗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

行医路上⑧
那一声“谢谢”，让我更坚定

□ 徐恩赐

投稿邮箱：guojz1980@126.com

萌娃水下写真大合集

小天使们
如鱼得水
呆萌可爱

当地时间2017年8月2至8月12日，乌克兰
敖德萨，摄影师记录下一群小萌娃学游泳的可爱
模样。

来源：凤凰网

中医理论“肠靠清，胃靠养，便秘
靠调理”。便秘不是病，用泻药来治无
疑饮鸠止渴。古中医记载一个秘方：
金银花、菊花、绿茶、马齿苋用水武火
煮沸，滤渣后的茶汤中加入发酵绿心
黑豆粉、山楂粉煮熟成粥，芹菜叶炒干
加入粥中慢火再焖10分钟即可。刚开
始3—5天，每天一大碗黑豆粥，把堆积
在肠道内的黑便和毒便统统排除干
净。一天一次爽快排便，黑豆粥服用
量逐渐减少，直至停止，便秘清除。

传统的秘方制剂已无法满足现在
的需求。“证尝通”——黑豆山楂压片运
用37度低温发酵绿心黑豆技术，严格
按照古秘方，把黑豆粥压制成片剂。每
天晚餐加几粒，确保爽快排便。“证尝

通”对长年顽固性老便秘有奇效，前三
天清除肠道，毒便、黑便统统排空。一
星期，一天一次爽快排便。三个月后食
欲增加，脸色红润气色好。“证尝通”三
大特点：一、让便秘逐步减轻，逐步消
失。第二、随晚餐一同吃下去，第二天
早上确保轻松爽快地排便。第三、便秘
越严重，效果越好。老便秘不妨试试，
尽快解除便秘困扰。

市区：龙御膳食专营店（市区路桥
市场B座605A室）；明仁堂大药房；江
南大药房；湖塘南方大药房；溧阳和济
药房有售。电话：0519-83991315（市
区免费送货）。

温馨提示：5盒一周期，现全国正
举行买4送1的优惠活动

除便秘 保键康 得长寿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发表在《基因
与发育》杂志上的最新研究发现了白
发、脱发的发生机制。

美国脱发协会的数据称，在美国，
35岁以后，66%的男性、40%的女性会
出现一定程度的脱发。2012年的一项
研究发现，全世界约有50%的成年人
在50岁的时候会生出白发。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脱发和白发是
衰老的象征，但依旧为它们烦恼不已。

研究小组确定毛囊含有一种与毛发
再生有关的干细胞因子（SCF），一旦该
干细胞因子移至毛囊底部，就会激活一
种特定蛋白（KROX20），影响头发着色。

研究人员去除小鼠体内的干细胞
因子之后发现，这些啮齿动物长出了灰
白的毛发，这些毛发会随着年龄增长而
变白。当生成特定蛋白的细胞被去除
之后，小鼠就不会再长出一根毛发。

研究人员称，他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异常特定蛋白（KROX20）和干细
胞因子（SCF）对脱发和长白发起到发
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来证实，希望在未来能够研制出
一种局部用化合物，或是能够安全地
将必需基因传递至毛囊以矫正这些美
发问题。

来源:人民网

白发让人烦恼

科学家找到头发变白基因

前些时间，张女士因为一次小小
的意外不慎将门牙撞断，对于一个爱
美的女性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打击，张
女士害怕磨真牙装假牙的老传统旧办
法拯救自己的牙齿。听说红梅口腔是
江苏省的基层卫生特色名科，所以直
奔红梅口腔求助，口腔科的种植室主
任何寅翔、魏昌信两位青年专家临床
诊查后，建议她“种植牙”。本来以为

过程会很复杂很漫长，结果不到15分
钟手术时间，很快就种上了，和撞断之
前一样，完全看不出装了一颗假牙，张
女士满意极了。

种植牙的优势有哪些？

1、很舒适
体积小，无基托与卡环等结构，口

腔内无异物感，有利于保持口腔卫生，
感觉舒适，而且很漂亮、真实感强，使
你忘掉假牙的存在。

2、适应广
在全口均无牙齿或磨牙区后部全

部缺失的情况下，以往只能装活动假
牙，但活动假牙在美观、舒适、咀嚼功
能、自洁能力等各方面均不尽如人意，
而通过人工牙根的植入就可以使这些
患者获得固定义齿修复。

3、更科学
天然牙将口腔内的咀嚼压力通过

牙根传递至牙槽骨，而种植牙将咀嚼
压力通过人工牙根传递至牙槽骨，生

物力学原理相同，故能承受强大的力
量，咀嚼效率较传统假牙有大幅度提
高。而传统的烤瓷桥是通过固位体粘
贴固定于缺牙间隙两侧被磨小的天然
牙上，并利用天然牙作支撑和传递咀
嚼压力，加重天然牙负担且影响其使

用年限。
4、稳固牢靠
种植体与牙槽骨通过骨结合连

接在一起，十分坚固，不亚于人的天
然牙根，可像真牙一样扎根在患者的
口腔里。

微微一笑很倾城
红梅口腔种植室

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
常州、武进医保定点单位，红梅口腔
是江苏省基层卫生特色名科，由本
地一批知名口腔专家徐定南、朱炳
兴、蒋安庆、李德春、唐玲燕、佟力
朴、汪宇平、何寅翔、熊波、魏昌信、
韩学民等资深牙医组成，形成四大
团队——种植牙团队、牙列不齐矫
正团队、假牙修复团队、口腔全科团
队。设备配置先进，拥有社区医院
第一台口腔CT、国际品牌普兰梅卡
口腔曲面断层全景机、种植牙机、综
合治疗台、非手术牙周病治疗机、牙

科激光治疗台、50 多台现代牙科专
用设备等，去年率先在常州开展3D
打印技术修复假牙，开创假牙修复
新时代。近三年多来加拿大、以色
列、俄罗斯、韩国、土耳其等50多位
国际牙科专家来红梅口腔交流，并
被列为“登腾”、“安卓健”、“百康
特”、“迪奥”、“ADin”、“NoBel”等国
际种植牙品牌的常州技术交流中
心、培训基地。优美的环境，优质的
服务，吸引了各种档次需求的牙病
患者。节假日、双休日照常门诊，每
天开设夜门诊。

时间
8月22日（周二）09:00-09:30
8月22日（周二）10:00-11:00
8月22日（周二）14:00-14:30
8月22日（周二）14:00-15:00
8月22日（周二）14:30-15:00
8月22日（周二）14:30-15:00
8月22日（周二）14:30-15:30
8月22日（周二）14:30-15:30
8月22日（周二）19:30-20:30
8月23日（周三）14:00-15:00
8月23日（周三）14:00-16:00
8月24日（周四）10:00-11:00
8月24日（周四）14:30-15:00
8月24日（周四）14:30-15:30
8月24日（周四）15:00-16:00
8月24日（周四）15:00-16:00
8月24日（周四）15:30-16:00
8月24日（周四）18：00-19：00
8月24日（周四）19:30-20:30
8月25日（周五）10:00-11:00
8月25日（周五）10:00-11:00
8月25日（周五）14:30-15:30
8月25日（周五）19:30-20:30
8月26日（周六）08:30-09:00
8月26日（周六）09:00-09:30
8月26日（周六）09:00-10:00
8月26日（周六）14：00-14:30
8月28日（周一）08:30-09:30
8月28日（周一）09：00-09:30
8月28日（周一）10:00-11:00
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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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院区住院楼16楼26病区示教室

常州市儿童医院3号楼五楼
市一院一号楼19楼肾内科示教室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房

市一院3号楼11楼西区示教室
常州市实验小学
阳湖院区产科门诊

新北院区住院楼14楼24病区示教室
市一院一号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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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幼保健院病房大楼六楼活动室

常州市中医医院门诊病房综合楼27楼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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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一院一号楼18楼内分泌科健康教育活动室
阳湖院区内分泌科病房

常州市中医医院门诊病房综合楼7楼学术报告厅
2号楼五楼孕妇学校

常州市中医医院门诊病房综合楼7楼学术报告厅
2号楼5楼家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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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一院一号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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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健康宣教》

“向日葵”家长课堂：新生儿日常护理
《肾性贫血的防治》讲座

《正确注射胰岛素及防治低血糖》健康讲座
糖友夜校

“天医无风”脑卒中筛查与防治系列讲座
《教师与多动症儿童面对面》主题宣教

分娩前准备
《控制清晨血压对于高血压伴卒中患者的重要性》

《糖尿病的药物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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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脉粥样硬化合并糖尿病的管理

《如何减少血液中过多的“油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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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盆底康复

陈建军教授：夏季用眼养护
妈咪课堂——婴幼儿皮疹攻略

孕妈妈学校
母乳喂养知识及技巧 建议>28周

安全快乐分娩
《糖尿病患者如何运动&手操示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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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肿瘤（第四人民）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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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常州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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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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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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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