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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要说画画
对于夜猫子来说，晚上睡不着早

上起不来是最艰难的人生。每次听
到别人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一
天之际在于晨”，心中都默默生出一
股怨念。

美国洛克菲勒大学最新的一项研
究显示，这些人之所以喜欢晚睡，是基
因突变造成的。夜猫子体内的生物钟
基因CRY1发生变异，才会比其他人
晚睡2到2.5个小时。

据 该 项 研 究 的 负 责 人 Alina
Patke称：“这些CRY1基因突变的人，
其昼夜节律周期要比其他人更长，所
以可以说，他们终其一生都要追赶别
人的生活节奏。”

当然，手机控和晚睡强迫症们并
不在讨论之列，因为曾有研究表明，多
数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到远离智能手
机和城市灯光的地方居住几天，就能
调整回早睡早起的状态。我们所说的
夜猫子，是即便如此，生物钟仍然是晚
睡晚起。

很多睡眠不足的夜猫子们都会被
诊断为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DSPD），
研究人员称全球约10%的人都有这种
症状。

这些人除了易感疲劳以外，还可
能伴有其它疾病，比如焦虑、抑郁、心
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

当然，每天早上都要在还没睡够

的情况下被闹钟吵醒，那种绝望和沮
丧自不用说了。他们似乎永远都无法
做好准备，迎接新的一天。

通常来说，人体内有相对固定的
生物钟，哪段时间肝脏开始排毒，哪段
时间适合皮肤修复，哪段时间睡意降
临，都遵循24小时的周期节律。而
CRY1基因突变的人则需要比其他人
更多的时间完成这个过程，平均多出2
到2.5个小时。

Patke和同事们首次发现这种基
因变异是在7年前。当时一位46岁的
女性因为总是睡得很晚跑到他们的诊
所求助。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和努
力后，他们发现，这位女性的生理节律
是25个小时，在进一步研究她的基因
后，才发现问题原来出在了CRY1基
因上。

但是目前为止，研究人员还不能
解释，为什么仅仅一个基因的变异可

以对人体生物钟有如此大的影响。
在最近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进一

步检测了这位女性的家人，结果显示
她全家都有同样的基因突变问题。随
后，他们又针对6组土耳其家族进行
检验，这其中有39名睡眠时相延迟综
合征的人，都存在这种“夜猫子”基因
的问题，另外31个没有睡眠问题的
人，这个基因也没有问题。

对于这31个人来说，每天的睡眠
中点大约在凌晨4点，而另外39人则
在早上6点到8点之间，生物钟大约晚
了2个小时。

当然，即便这样，也不需过分担
心，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包括CRY1基
因在内，都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比
如光线变暗、室内温度变低都会引发
人的睡意。

患有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的人，
也可以通过控制这些外部因素来调节
自己的作息。

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患有
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的人，都是由基
因变异造成的，这里还存在诸多其它
因素。

未来研究人员还会针对更多人群
进行采样分析，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基
因变异是否会影响机体的其它功能。

来源：健康时报

当今社会，随着工作和生活节奏
加快，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越来越
多。年龄段小至十四五岁，年龄大的
至八九十岁。其实对于很多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来说，通过正规的中医保
守治疗是可以缓解的，但也有一部分
人突出的椎间盘较重，比如椎间盘纤
维环撕裂导致髓核脱出，很多严重突
出的患者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类型，还
有伴有椎间盘钙化的患者通过保守治
疗效果也可能不佳，这时候往往就需
要手术治疗了。

传统的椎间盘手术常常需要在后
背中央开一个4-5公分的口子，剥离一
些肌肉韧带组织、凿除部分骨头才能暴
露椎间盘和神经组织，从而摘除压迫神
经的椎间盘组织。这些方法创伤比较
大，可能使肌肉软组织感染，对脊柱的
稳定有一定的破坏，术后容易造成慢性

腰背痛及腰部僵硬等后遗症。
随着医学的进步，腰椎间盘的手

术也变得越来越微创化，患有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患者也不用再担心自己要
做一个大手术了。经皮内窥镜下腰椎
髓核摘除技术是通过一个配备有灯光
的管子，它从病人身体侧方或者侧后
方进入椎间孔，在安全工作三角区实
施手术。是同类手术中对病人创伤最
小、效果最好的椎间盘突出微创疗法。

腰椎脊柱内窥镜手术有什么好处
呢？首先，创伤很小，只需要局部麻
醉，而且切口往往只有8毫米左右，有
的甚至都可以不用缝合，最多缝一
针。所以，创伤小术后恢复就快，术后
3小时即可下床行走，住院两三天就即
可。其次安全性高，术中与患者直接
交流沟通，消除患者术中紧张情绪，椎
间盘摘除的一瞬间患者可以立马感受
到神经压迫解除后下肢的轻松感，疼
痛消除立竿见影。操作在直视下进
行，对神经几乎无干扰，基本上不出
血，手术视野清晰。最后，还有一个好

处是手术对脊椎结构无明显损伤，若
微创手术效果欠佳，对于以后做开放
性手术影响不大。

究竟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做脊柱内
窥镜手术呢？脊柱内窥镜手术的绝对
适应症是：单侧下肢疼痛或者麻木，影
像学结果证实是相应一侧椎间盘突
出，而且经过正规保守治疗无效的患
者可以考虑椎间孔镜手术，可以取得
满意的手术效果。单纯以腰痛表现为
主的椎间盘突出严格来说不是绝对适
应症。当然，适不适合做椎间孔镜手
术的患者是需要经过严格评估，一般
手术经验丰富的大夫适应症的范围就
会大一些，手术的效果也就好一些。
目前脊柱内窥镜技术发展到可以做老
年性的腰椎管狭窄症、稳定性好的腰
椎滑脱以及颈椎间盘突出。

微创手术后是不是容易复发？
肯定地说，单纯腰椎间盘髓核摘除手
术后腰椎间盘突出症仍然可能复
发。脊柱内窥镜手术，属于微创的单
纯腰椎间盘髓核摘除手术。因此也

有复发几率，但不到5%。而且即使
复发，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可以再次通
过孔镜手术获得满意的疗效，经济压
力相对较小。

8月24日下午，市妇保院举办了“快
乐相伴 健康成长”——第二期暑期职
工子女进医院体验活动暨第六个职工家
庭日。活动中，小朋友们体验了门诊导
医导诊志愿服务，观摩了新生儿宝宝的
洗澡、抚触，认真聆听了口腔保健知识。

小家伙们聚精会神听讲，认真参
与体验，主动为患者引导服务，小小志

愿者受到了患者家属的好评。在主持
人提出谁想亲手尝试给娃娃洗澡按摩
时，大家都积极举手，跃跃欲试，争做
守护宝宝的育儿小能手。

小小“医”二代们在活动中感受父
母工作的辛劳，体悟医疗工作的神圣，
立志继承妇幼优秀传统、弘扬“救死扶
伤”的医学精神。 妇幼团

市中医院微创脊柱内窥镜技术

创口8毫米，术后3小时可下床

赵洪 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脊柱分会委员，常
州市医学会骨科分会委员。擅长颈
椎及腰椎退行性疾病的诊断及手术
治疗，是常州最早开展微创脊柱内窥
镜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专家。

专家门诊时间：骨科周二上午，
颈腰痛中心周四下午

喜欢熬夜？

你的基因都已经变异了

实干篇
市二院妊娠合并糖尿病门诊开诊 8月22日，市二院

妊娠合并糖尿病联合管理小组成立，该管理小组由内分泌
科、产科医护专家及营养师组成，于每周二在阳湖院区全天
开设妊娠合并糖尿病一日门诊。在这里，妊娠期糖尿病、肥
胖、胎儿过度发育的孕妇们共同进行8小时的生活和学习，
专业团队全程陪伴指导，让孕妈妈们学会科学饮食、合理运
动和血糖管理，以减轻高血糖环境对母儿的危害，保证孕妇
及宝宝的健康。

市儿院关注儿童暑期安全在行动 暑假是儿童安全事
故的高发时期，为帮助家长、孩子提升安全意识，今年暑假
期间，市儿童医院青年讲师团成员冒着炎炎烈日走进多家
社区，累计开展安全主题讲座近十场，从饮食卫生、交通安
全、防溺水、防触电等安全方面的知识，到心肺复苏、海姆立
克急救法等急救知识，面对面互动、手把手指导，把儿童安
全和健康科普知识送到百姓身边。

市七院健康快车驶进潞城曙兴社区 8月18日下午，
市七院“健康快车乡村行”驶进潞城街道曙兴社区，为社区
居民送健康。本次活动分两个部分：在健康讲座环节，来自
中医科、内分泌科的专家们就夏季中医养生、糖尿病的防治
和治疗等和社区居民们进行了分享；在健康咨询环节，内分
泌科、耳鼻咽喉科、针伤科的专家们就居民朋友的健康咨询
问题进行了答疑解惑。

血站出招保障血液冷库高效运行 为保障血液冷藏库

安全高效运行，市中心血站近期为血液冷藏库室外压缩机
安装了简易喷淋装置。该喷淋装置的水源来自自来水管
道，用普通PVC管将自来水引至一楼血液冷藏库室外压缩
机安置处，喷淋装置喷出的水雾会降低压缩机周围环境温
度及翅片表面温度，以防止高温跳机导致冷库停机，在相同
工作环境下能提高制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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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一院在省品管圈大赛中夺佳绩 8月17-19日，江苏
省首届品管圈大赛在南京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医疗、护理、
医技、药学、行政、后勤等部门的161个品管圈参赛。市一
院胸外科的“超力圈”以“降低手术患者术后呼吸功能不全
发生率”为主题，选手俞鹏翼、潘梅霞和商晓军获一等奖。
内分泌科的“蜜蜂圈”以“提高护士胰岛素注射部位规范轮
换的执行率”为主题，选手杨旻星、陈胜、曹雁南、孙洁和薛
姣获二等奖。胸外科的“超力圈”将代表江苏省参加今年在
吉林长春举办的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

市四院介入科举办省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近日，市
四院介入科先后举办了《介入技术在胸腹部急重症诊治的
应用新进展》市级继续教育学习班和《腹部肿瘤介入治疗新
进展》省级继续教育学习班，来自市内外医疗单位的相关专
业120人参加学习班，并与省内外专家一起研讨了介入技
术的最新进展。学习班上，来自省内外的专家通过PPT以
及案例讨论等形式分享了他们在胸腹部急重症血管、脏器
损伤中应用介入技术的经验以及目前的最新进展情况，也
交流了腹部肿瘤介入治疗和介入联合放化疗方面的进展。

市妇保院举办早产儿系统管理新进展学习班 8月
17日，市妇保院举办国家级继教项目《早产儿系统管理新
进展学习班》，学习班由科教科科长张克良主持，院长许军
致辞。会上，许军充分肯定了医院在人才、学科方面的进
步，以及新生儿科近几年取得的成绩。学习班特邀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新生儿科主任陈超教授、张蓉教授、王瑾
教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长王军教授，南京儿
童医院新生儿科主任程锐教授，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屠文娟
等14名专家围绕“在全世界范围内早产儿发生率逐年上
升,如何通过早产儿的系统管理来提高其生存质量”进行
授课。

儿童医院走进2017年第 42期常州市道德讲堂总
堂 8月 22日下午，由常州市文明办、市卫计委主办，市
儿童医院承办的常州市道德讲堂2017年第42期总堂顺
利开讲。医务人员走进文化宫大成殿，以“舒畅呼吸，守
护健康”为主题，讲述了呼吸科团队和小患者间的医患
故事。在《公民道德歌》后，市儿童医院呼吸科副护士长
朱琳带领大家学习道德模范、感悟道德力量。短片《医
患关系的正确打开方式》诠释了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
相依相偎，战友情深。讲堂上，事迹宣讲《以爱的名义，
自由呼吸》和情景剧《希望》，让听众感触良多。无论是
重症肺炎女童的生死一线，还是哮喘孩子的痛苦呻吟，
当稚嫩的生命遭遇威胁，医患之间的同舟共济，总能抵
御住死神的侵袭，抚慰病痛的折磨，带给孩子生的希望
和感动。

市七院在首届省医院品管圈比赛中获一等奖 8月18

日晚，从首届江苏省医院品管圈比赛组委会传来喜讯，经过
激励角逐，常州七院“闪药圈”从161个来自省内二、三级医
院的圈组中脱颖而出，以《降低病区备用注射剂管理不合格
率》为主题，常州七院“闪药圈”在首届江苏省医院品管圈比
赛中获一等奖。同时将代表江苏省参加9月份在长春举行
的第五届全国医院品管圈大赛。

常州市医学会消化病、消化内镜学分会完成换届选
举 8月25日下午，常州市医学会召开消化病、消化内镜学
分会换届会议。根据《常州市医学会章程》和《常州市医学
会专科分会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经过无记名投票，会议
选举产生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消化病、消化内镜学分会第
五届委员会。市一院陈建平当选为主任委员，市一院庄耘，
市二院张维、黄锦，市中医医院李保良，武进人民医院张中
平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市一院孙克文受聘为秘书。常州市
医师协会消化病、消化内镜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同期选
举产生。

市中心血站开展新员工岗前培训 为了使新员工更快
适应无偿献血工作，8月21日至22日，常州市中心血站对
2017年度6位新进员工集中开展岗前培训。本次培训由血
站领导及相关科室负责人担任培训讲师。针对常州市中心
血站概况、血液管理法律法规、血站质量体系、无偿献血相
关知识、职业道德规范等内容进行培训，并带领新职工参观
血站，了解采供血工作流程。通过理论学习、现场参观、座
谈讨论等方式使新员工对血站基本情况、工作要求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

本报综合

俗话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
虎”。此时暑热将尽，但余热未了，秋
燥开始，秋凉渐增。秋应肺，主收，秋
季阳气渐消，阴气生长，顺应秋季的自
然特性，养生保健贵在补肾填精养肺。

祛秋燥

秋季主“燥”，肺喜润而恶燥，燥更易
伤肺，秋燥主要表现为口鼻干燥、口渴咽
哑、咳嗽少痰，皮肤干燥，便秘等症状。中
医认为初秋以温燥为主，宜疏风清热、养
阴润燥。桑叶、麦冬、枸杞子代茶饮，或用
菊花、金银花代替桑叶。深秋以凉燥为
主，宜疏风散寒、养阴润燥，苏叶、麦冬、枸
杞子代茶饮，脾胃虚寒者加生姜、红枣。

除了多喝温水，或蜂蜜水，柠檬
水，淡茶水外，建议多吃具有清肺润肺
作用的蔬菜水果，以白色食物为主，如
雪梨、百合、银耳、荸荠、藕、山药、白
菜、白萝卜等，或百合荸荠雪梨羹、雪

梨白萝卜汁等。

解秋乏

“一夏无病三分虚”，夏季耗气伤
阴，秋来乏力。秋乏主要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脾虚湿盛：主要表现为身重乏力，
舌体胖大，舌苔腻，体质偏胖。应多食
薏苡仁、白扁豆、莲子、山药、红枣等健
脾化湿之品。

推荐食疗方：莲子薏米山药红枣
粥，或加入黄芪、茯苓等中药食材补气
健脾化湿。

气阴不足：主要表现为气短乏力，
口干咽燥，舌红，苔少，体质偏瘦。

推荐食疗方：黄芪枸杞炖乳鸽或
黄芪枸杞炖老鸭、人参黄精炖瘦肉。

推荐茶饮：西洋参、麦冬、枸杞代
茶饮，补气养阴。

来源：新民晚报

卫生监督之窗

日前，市爱卫办、市环保局、市城
管局、市卫生监督所、市疾控中心等部
门相关人员组成市级考核评估组，对
溧阳上兴镇、竹箦镇创建国家卫生镇
工作进行考核评估。

考评组由市卫计委副主任姚福建

带队，按照《国家卫生乡镇标准》，从爱
国卫生组织管理、健康教育、环境卫生、
环境保护、病媒生物防治、食品安全、生
活饮用水及公共场所卫生、传染病防
治、社区卫生、乡镇辖村卫生等方面对
两个乡镇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情况开展
全面检查。此次考核评估，市卫生监督
所主要负责对乡镇食品安全、生活饮用
水及公共场所卫生安全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总体来看，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卫
生镇创建工作，严格对照创建标准，强
化措施落实，并能按照有关卫生法律法
规要求，积极开展食品安全、公共场所
及生活饮用水卫生宣传培训、技术指导
和执法检查，行业卫生管理水平不断提
高，近三年来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和饮用水污染事故。

通过考核评估，上兴镇和竹箦镇

主要领导均明确表示，对考核评估组
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会定人定岗定责
对照创建标准集中整治、落实措施，
以考核为契机，进一步探索国家卫生
镇建设内涵和模式，持续推进并继续
深化卫生镇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创
建水平，确保高水平、高质量通过国
家级考核。

卫监

市卫生监督所

参加国家卫生镇市级考核评估工作

夏将止秋未满 祛燥解乏并举

8月22日下午，常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副院长华飞、科教科副科长练学
淦一行来到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召开《基于区域医疗联合体的慢性
病移动健康管理》课题现场推进会。
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史洪
斌、副主任徐祖兴、共建专科主任吴
阳，新北区圩塘卫生院院长恽建波、糖
尿病科主任陈敬鸿，常州糖族部落云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包文正以及
2名患者代表等参加了会议。

华飞首先介绍了该课题的研究
背景、目的和意义，陈敬鸿和吴阳各
自汇报了课题的运行情况，两位患
者代表则分享了参与课题的体会，
包文正就医生和患者在课题运行中
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随后
大家进行讨论，各抒己见。最后华
飞进行总结，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

建议和要求。
从课题运行情况来看，首批参与

的慢性病患者在使用移动医疗设备
后，血糖、血压得到及时监测，并由专
科医生及社区医生进行全程精细化管
理，医患双方形成良好互动，大大提高
了慢性病的管理水平。

首批移动医疗设备在慢性病患者
中“小试牛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
今后探索和完善慢病精细化管理模
式、造福更多的慢病患者提供了良好
借鉴。

辛献珍 吴阳

移动医疗小试牛刀
精细管理造福患者

社区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