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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中医医院

卫生监督之窗

儿女绕膝，是人们所向往的温馨
场景，但由于多种原因，一些孕育期的
女性在求子路上并不是那么顺利，总
是发生意外，出现反复性流产，让她们
身心受累。

六年流产4次，
让她失去了做母亲的信心

一年前，常州市中医医院妇科复
发性流产门诊接待了一位多次流产的
张女士。张女士32岁，月经2-6月1
次，结婚6年的她流产4次，2次是自
然妊娠空孕囊。从第二次怀孕时起，
她就四处求医，去过生殖中心，做过试
管婴儿，各种检查没少做，保胎药没少
吃，可反复发生的流产却仍纠缠着她。

多次流产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双
重打击已经让张女士身心俱疲，就在
她快要失去信心的时候，市中医院妇
科主任李淑萍的一番劝导让她重树信

心。随后李淑萍为其找出病症并进行
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到现在，张女士的
宝宝已经出生三个月，随着信心的重
拾，她和丈夫还有了生二胎的打算。

据了解，自然流产是指孕20周前
胚胎或胎儿因某种原因自动脱离母体
而排出者。自然流产连续发生2次或
2次以上为反复性早期流产，即复发性
流产。当妊娠期间出现少量阴道流
血、下腹痛、腰痛等即是先兆流产的信
号，中医称为“胎漏”或“胎动不安”。

复发性流产，病因很复杂

李淑萍介绍，中西医对复发性流
产的原因都有理论描述，西医认为它
与染色体异常、内分泌因素、免疫因
素、身体高凝状态、子宫解剖结构等多
种因素有关，如多囊卵巢综合征、自身
免疫性疾病、子宫动脉阻力增高、宫腔
粘连、甲状腺疾病等，而肥胖则是一个
独立的高危因素。

而中医认为“肾主生殖”，由于现
代女性工作生活压力大、情绪失畅、生
育年龄推迟、生活习惯不健康等原因

耗伤脾肾之气，脾虚则胎无所养，肾虚
则胎失所系，孕后肾虚冲任不固，出现
阴道出血、腰腹坠痛，发生流产。同
时，胞宫淤血也是近年来导致流产的
新发原因，病例数逐渐上升。

中西医结合，孕前与孕后同治疗

李淑萍介绍，西医主要是对症治
疗，比如针对黄体功能不全而进行黄
体支持；针对封闭抗体缺乏，通常在
孕前进行白细胞免疫治疗等。中医
方面主要是以“脾肾”为中心，认为只
有当中焦脾旺肾气充盛、气血阴阳平
衡，胞宫才能受孕育胎。因而在健脾
补肾的基础上，根据气血阴阳的消
长、转化，调整月经周期，可以达到促
进卵泡发育、恢复正常排卵，建立起
正常的月经周期，为受孕创造良好的
条件，从根本上恢复患者的阴阳消长
转化平衡，从而改善机体的生殖免疫
功能，预防再次流产的发生。在治疗
上还主张孕前治疗与孕后安胎相结
合。未孕时应辨证调经、调养气血，
消除可能导致流产的因素，培固其

本；孕后应及早保胎，即使没有出现
先兆流产的现象，也需积极保胎治
疗，一般应治疗至超过以往流产的孕
周，以防再次流产。同时怀孕后进行
补肾安胎，辅以清热凉血、益气养血，
能较好地预防流产的发生。

据了解，针对近年来复发性流产
发生率越来越高的趋势，常州市中医
医院妇科于去年成立了我市首个复
发性流产专病门诊，深受患者的青
睐。李淑萍介绍，市中医院开展复发
性流产的专病研究已近10年，并在全
市率先开展相关的检验检测项目如
封闭抗体、细胞因子、超声检测子宫
动脉血流等，均属于全省领先水平，
已形成了孕前-孕中-孕后全程中医
保障诊疗体系，在治疗上已取得较为
明显的临床效果。今年上半年，借常
医联盟的成立，市中医院还特聘上海
交通大学仁济医学院副院长、上海仁
济医院妇科主任赵爱民教授每月定
期来院坐诊，这对复发性流产患者无
疑又是一个福音。

中医宣

“燥”是秋季最明显的气候特点。
想要清心润燥，不妨多摄入些白色食
物。秋季进补是恢复和调节人体各脏
器机能的最佳时机，稍加滋补便能收
到祛病延年的功效。在冬季易患慢性
心肺疾病者，更宜在秋天打好营养基
础。那么，秋季润肺吃什么？

猪肺橄榄汤

材料：猪肺、青橄榄5-6颗。

做法：首先将猪肺清洗干净，将
橄榄切成两半或直接整个拍破，猪肺
切片，再洗一次备用；用滚开的水将
猪肺的血水和气泡去掉。接着，橄榄
和水一起放下去，炖20-30分钟。直
到炖到橄榄软了，汤汁里冒出很浓的
橄榄香之时，把猪肺放下去煮5-10
分钟。最后，关火，用勺子将汤上的
气泡捞掉。

功效：这道汤可以润肺利咽，生津

又解毒。

山楂葡萄甘蔗小米粥

材料：小米100克，鲜山楂10粒
去核，葡萄30粒去皮，甘蔗若干。

做法：小米粥熬至一半时加山楂
与甘蔗片同煮，熟后加剥皮葡萄煮一
分钟即可。

功效：胃部不适者可将山楂去掉，
滋润的葡萄配合甘蔗，能有效地缓解
声音嘶哑，肺虚咳嗽。

银耳莲子羹

材料：干银耳15克，莲子50克，枸
杞5克，冰糖100克。

做法：干银耳泡水2个小时后，将
银耳、莲子、枸杞加入开水放入炖盅
中，加冰糖放入蒸笼蒸半个小时即可
食用。

功效：银耳有滋阴、润肺、生津、益

气之功效。莲子有益心、补肾、固精、
安神之效。银耳莲子羹浓甜润滑，美
味可口，有较强的滋补健身功能，是传
统的润肤养颜佳品。

椰汁香芋西米露

材料：西米、芋头、椰汁、白糖。
做法：接一锅清水，放入西米，约

15分钟至西米半透明的时候，关火焖
10分钟直至完全透明。香芋去皮，切
块状，入蒸锅蒸约20分钟至粉糯，备
用；把椰汁倒到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
加以稀释，再加入适量的白糖，煮开，
倒入香芋和西米搅拌均匀即可。

功效：香芋含较多的粗蛋白、淀
粉、粗纤维，有散积理气、解毒补脾、清
热镇咳之效。而西米具有健脾、补肺、
化痰、美容养颜之功效。

来源：家庭医生在线

市中医院一体化保障孕前与孕后

中西医结合治疗复发性流产

秋季润肺吃什么？

4款食谱保护肺部健康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监督中心
吕荷叶处长带队的督查组一行5人，对
我市水质处理器执法监督工作进行了
督查。督查组先后听取了江苏省卫生
监督所副所长周群霞作的“落实放管
服 创新监管模式 全面提升涉水产
品卫生监督服务水平——江苏省水质
处理器执法监督工作情况汇报”以及
常州市卫生监督所所长姚辉所作的

“常州市涉水产品卫生监督工作情况
汇报”。

会后，督查组还实地检查了江苏
美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常州市美

纤膜技术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了两家
企业的基本情况和卫生许可资料，仔
细查看了企业生产过程中原料索证、
生产记录、成品出入库记录等台账资
料和生产布局和生产工艺流程，并详
细核对了产品标签和说明书规范情
况等内容。

常州市将以本次水质处理器执法
监督督查工作为契机，大力推进涉水
产品生产企业卫生信用评价试点工
作，全面提升全市涉水产品生产企业
的卫生管理水平。

卫监

9月7日下午，由武进人民医院工
会、护理部联合举办的2017年护理技
能竞赛在该院门诊四楼顺利开赛。

经过本部、南院、高新区院区自
行组织预赛，从内、外、急诊、重症、妇
儿、手术室、产房等 22 个护理单元
中，选拔出 25名护理人员最终进入
决赛。比赛现场，静脉输液、肌肉注
射、心肺复苏三项基本技能分成三组
同时进行。

现场，选手们全力以赴，按规范有
序进行。整个比赛紧张有序地进行了
四个多小时，最终20区朱颖荣获一等
奖，王洲翔、曾慧两人荣获二等奖，王
樱、徐丹、李蓉蓉、王洁四人获三等奖。

接下来，医院将从本次获奖者中
选出5名优秀选手，作为参赛代表参加

“技行武进”2017年武进区护士职业技
能大赛。

武医宣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顾东风
教授等研究发现，如果我国城市地区
空气PM2.5年均值能够从61ug/m3逐
渐下降到55ug/m3，预计到2030年我
国将减少心血管疾病死亡67.6万人。
该研究9月7日在线发表于国际著名
医学期刊《循环》杂志上。

该团队利用中国心血管疾病政策
模型，整合多项长期队列随访资料，结
合我国空气污染、城市人口变化、心血
管疾病危险因素流行以及心血管疾病
发病、死亡等数据，运用马尔科夫蒙特
卡罗模拟方法等，预测了我国城市空
气质量逐步改善所带来的健康获益。

研究发现，如果 2017 年-2030
年 ，PM2.5 全 国 城 市 平 均 水 平 从
61ug/m3下降到55ug/m3（奥运会时

期北京市水平），我国35岁~84岁城
市居民中能减少心血管疾病死亡67.6
万人。如果年均值控制到35ug/m3，
心血管疾病死亡将减少266万人；若
控制到PM2.5年均10ug/m3（世卫组
织推荐值），将减少心血管疾病死亡
470万人，远超过我国控制25%的高
血压患者或者减少30%的吸烟人群
所带来的心血管健康获益。顾东风
介绍，与国外研究相比，本次研究充
分考虑到我国城市人口心血管危险
因素的流行变化趋势，还将空气质量
改善与控制高血压、控烟等带来的健
康获益进行直观比较，为评估我国空
气污染治理的健康获益提供了定量
化证据。

来源：健康报

国家卫生计生委监督中心

督查我市水质处理器
执法监督工作

改善空气质量使心血管健康获益

记者日前从中国控烟协会获悉，
香港特区政府于6月通过卷烟包装扩
大使用警示图片的规定，明确卷烟包
装必须将警示图文面积扩大至85%，
并要求轮流用这12种警示图片。多
年来，国内外烟商都将烟盒包装作为
推销卷烟的手段。有调查显示：每一
天抽1包烟的人，一年大约会看到烟
盒包装7300次，因此烟盒包装不只
是烟商向消费者做广告的途径，也应
是政府要向国民传达健康资讯的重
要渠道。

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调查发
现，扩大烟盒警示图片获得了大多
数市民支持。他们普遍支持政府
对烟盒警示图文面积扩大至 85%
的政策，也发现增加图像健康警示

可大大减低烟商利用包装和零售
点展示烟盒的广告作用，同时也起
到健康教育的作用，尤其是对青少

年和儿童效果最好。烟盒包装上
印制大幅警示图文及采取统一底
色与品牌字型的素面包装，是一种

具有经济性、高曝光率、又最直接
的宣传方式，不仅可以杜绝烟企在
烟盒包装上因使用有色彩图案，借
以塑造品牌形象进行品牌宣传的
作用，同时可以促成烟民戒烟及预
防青少年吸烟。目前，全球已有
115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并执行烟包
上印制警示图文的政策，而尼泊
尔、泰国、印度等国家的警示图文
面积皆达到 85%-90%。香港现在
已通过扩大面积至85%。

中国控烟协会呼吁，为了我国国
民的健康，为了向国际社会显示大国
担当和我国的国际形象，强烈呼吁政
府尽快制定发布关于烟盒包装使用警
示图片的政策。

来源：中国青年报

武进人民医院
护理技能竞赛顺利举行

有 要说画画

香港规定：

卷烟包装警示图文面积扩大至85%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试验研究所”正式揭牌 9月
8日下午，“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试验研究所”揭牌仪式
在市一院3号楼科学会堂隆重举行。院党委书记张晓膺简
要介绍了临床试验研究所的筹建过程，市卫计委副主任刘志
洪充分肯定了一院十多年来的药物临床试验工作，希望医院
以加快推进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为契机，持续
提升药物临床试验质量。市食药监局局长戴文龙认为临床
试验研究所的成立是质量强市的重要举措，为广大人民群众
的用药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市科技局局长刘斌指出，成立
临床试验研究所，是一院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贯彻落实创
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举措。最后，戴文龙和院长何小舟共同为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临床试验研究所”揭牌。

市三院举办医院管理培训讲座 为进一步提高医院管
理干部的工作能力，创新工作思路，不断适应医院管理新形
势，9月8日下午，市三院举办《新形势下医院管理的新要求
和新思考》培训讲座，特邀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季国
忠院长授课。季院长围绕“医院管理与发展的核心——质
量、服务、安全、绩效”阐述了新形势下国家及省卫生计生委
对医疗质量与医改的新要求，并从“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及评
价指标”、“国家卫计委安全质量检查要点”等方面解读了三
级综合医院创建的评审标准，强调了在新形势下医院管理要
重视“战略管理、质量管理、服务补救、患者抱怨管理、安全管
理、精细化管理、行为规范、自身健康管理”。

市妇保院举办《妇科肿瘤专科护理新进展》市级继教
班 9月9日，市妇保院举办市级继续教育项目《妇科肿瘤专

科护理新进展》,学习班由护理部主任王学凤主持。本次学
习班邀请了医院著名妇科专家许培箴教授，妇科副主任董一
善，护理部副主任兼大妇科护士长王建芳，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庄秋英主任护师等就妇科肿瘤专科护理的最新护理进
展及方法进行授课,来自市区、武进、金坛、溧阳的各医疗单
位共计150余人参加了本次学习。

市儿院举办个案护理英语口语比赛 为了进一步提高
护理人员的英语口语能力，适应护理专业国际间交流的需
要，发现与培养双语护理人才，市儿童医院于9月8日举办了
个案护理英语口语比赛，全院各病区推荐11名护理选手参
加。比赛中，选手们从个人简介、病历介绍、护理诊断、护理
措施、护理体会等方面，全程用英语进行汇报，充分展示了医
院护理人员勇于挑战，敢于展示的精神风貌。前三名优秀选
手将推送至江苏省护理学会参赛。

省人民医院肝脏外科主任张峰来七院开展专题讲座 9
月6日下午，“常医专科联盟”七院签约专家，江苏省人民医
院肝脏外科主任张峰来市七院进行了《肝脏的解剖结构及肝
脏手术并发症的防治》专题讲座，来自全院外科系统的医务
人员参加了学习。讲座中，张峰结合临床病例，深入浅出地
介绍了肝脏的解剖结构、分区以及常见肝脏手术并发症的防
治等相关知识。讲座结束后，与会人员还与张主任进行了现
场互动交流。

市中心血站举办技能培训班 9月6日至8日，市中心
血站举办血库管理和输血技能培训班，来自常武地区30多

名二级以下医疗机构的血库管理及输血检验人员参加。授
课专家分别围绕2017年临床用血资质现场评审情况分析、
血库实验室建设和管理、临床输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临床
输血和管理进展、二级以下医疗机构血库管理及输血检验理
论基础、疑难输血解决方案等进行讲解，并对参训人员进行
了实作考核。

市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完成换届选举 9月7日下午，市
医学会召开眼科学分会换届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会议选
举产生了由23名委员组成的眼科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市
二院卢国华当选为主任委员，市一院刘瑶、吕旭菁和市三院
邓国华、黄永健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市二院孙新成受聘为秘
书。常州市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同期选举
产生。

德安医院在省级演讲比赛中获三等奖 8月28日上午，由
江苏省卫计委主办的2017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心理健康·社会
和谐”演讲比赛江苏赛区选拔比赛在南京隆重举行，来自全省
十三个城市的13位选手参加了此次演讲比赛。德安医院代表
常州市参加比赛，演讲者靳小雅凭借《精神科医生的独白》，以
第五名的成绩获得本次演讲比赛的三等奖。此次活动德安医
院非常重视，全院开展了征文活动，收到文章24篇，在此基础
上组织选材，并由医师杨霰执笔完成了参赛演讲稿的撰写。
副护士长王强利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连夜根据演讲内容制
作了精美的视频，护士靳小雅作为演讲者更是一有空就背诵
稿件，练习发音吐字，获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

本报综合

实干篇
市二院开展急救知识培训和义诊 9月9日是第

18个“世界急救日”。当天上午，市二院“爱心零距
离”志愿专家团队携手其子品牌“心手相连 点亮生
命”心肺复苏公益培训团队走进武进区西湖街道蠡河
公园，为繁星公益基金会志愿者和社区居民开展急救
知识培训和义诊活动，并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测试，
200余位居民前来咨询及检查。

市中医院“岐黄校园行”走进校园 为配合全省
开展的“岐黄校园行”文化科普宣传周活动，9月8日
下午，市中医医院18位医务人员来到常州市博爱路
小学博爱校区，给学校200多名小学生上了一堂《识
中药，小穴位，大健康》的科普讲座，与小朋友们识中
药、辨穴位、猜字谜，并教孩子们一起学习中医健康小
手操，并发放《中医药就在你身边》读本。

市四院完成常工院千名新生体检 9月10日，市
四院健康管理部为常工院1800名新生进行了健康体
检，这是该院健康管理部首次接待超千人的大型体检
团队。为保证新生体检工作顺利进行，医院和校方前
期多次沟通交流，认真筹备、精心组织，并对参与体检
工作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学习，确保新生体检规范、
高效有序，健康管理部也认真做好体检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医院将对本次工作进行认真总结，持续改进优
化体检工作流程，进一步缩短学生体检等候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