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舔舔舔，
当心舔出口角炎

天气变得寒冷、干燥，婴幼
儿往往不自觉地喜欢舔嘴唇或
嘴角，当心舔出口角炎。

唾液中含有水分、多种消
化酶和黏液蛋白等。当孩子用
舌头舔嘴唇或嘴角时，唾液中
的水分迅速蒸发，嘴唇和嘴角
就会变得更干燥，越干越舔，
越舔越干，形成恶性循环。另
外，唾液中的水分蒸发了，一
些蛋白质却残留在嘴唇或嘴角
上，与嘴唇的表皮一起形成痂
皮，局部可能出现皲裂渗血、
嘴角糜烂，引发慢性唇炎和口
角炎，严重者嘴角处可出现色
素沉着。一些患口角炎长期不
愈的孩子，也有可能是因为缺
乏维生素B2或者微量元素锌。

家长需要注意，尽量保证
室内有一定的湿度，减少在天
气干燥多风时带宝宝外出，及
时给孩子补充水分。平时多给
孩子吃含有维生素 B2 的食物，
已经添加辅食的婴儿可逐渐添
加猪肝、鸡蛋、瘦肉、黄豆
芽、苹果、橘子、香蕉、油
菜、白菜等。对于缺锌的孩
子，应及时补充足量的锌。

另外，可以选用婴幼儿专
用的无色护唇膏保湿，及时纠
正孩子舔嘴唇和嘴角的习惯。

（思莱）

防病保健也有“二八原则”

防病讲八分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全
世界只有 5%的人完全健康，
20%的人患有疾病，75%的人处
于亚健康状态。可见全世界有
近八成的人最需要做的不是治
病，而是防病。对于一个人来
说，生活中如果能把八分力气
用在防病上，就能避免很多与
生活方式有关的慢性病的发
生，防病贵在行动，重在坚持。

控糖讲八分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水平不
可以控制过严。正常血糖空腹
3.2～6.1毫摩／升，餐后 2小时
血糖不能超过 7.8 毫摩／升。
糖尿病患者把血糖完全降到正
常是很难的，因为血糖达到正
常标准时低血糖的发生率也会
增加，对于健康不利。

血压讲八分

正常收缩压在 90～140 毫

米汞柱，舒张压在60~90毫米汞
柱，理想血压是 120/80 毫米汞
柱。我国高血压指南提出，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血压不可控制
过低，也就是比理想收缩压120
高出20%就可以了；我国规定老
年人收缩压控制在 150 毫米汞
柱，这是符合二八原则的。

疗效八分好

当今对于冠心病、糖尿病、
高血压等慢性病治疗，只能控
制不能根治，疗效达到80%就可
以了，使慢性病与机体维持在
相对平衡状态比达到完全正常
对健康更有利。

药物八分好

一种药物有八分的正作用
就是好药了，不可要求药物没
有一点副作用，要知道没有副
作用的药物是无法治病的。

体检讲八分

对任何事情的期望不要过

高，身体在正常生理状况下，
血、尿、便等检查结果都有一个
正常的波动范围，只要不超过
正常值上限的20%就可以了。

御寒八分好

冬天穿衣以两分寒八分暖
为好，适当受点冻对健康有益。

吃饭八分饱

八分饱可以延缓衰老，可
以减少与肥胖相关的冠心病、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胆结
石、关节炎等病的发生。男性
肥胖者患结肠癌的多，女性肥
胖者患胆囊癌、子宫内膜癌的
多。

（健生）

二八原则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巴莱多发明的。他认为任何事物中最重要的
部分只占20%，其余80%是次要的。二八原则在养生保健方面也有着广泛的
应用，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

肺癌已成为城市第一
大肿瘤。11月是“全球肺癌
关注月”，市人民医院肿瘤科

副主任丁丽芳副主任医师提醒，预
防肺癌，首先要做的是戒烟，同时
高危人群要定期做低剂量螺旋
CT，以期早发现早治疗。

丁丽芳副主任医师介绍，肺
癌分为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
癌两种，其中非小细胞肺癌最常
见，占肺癌总数的 80%至 85% 。

“由于肺癌的恶性程度高、容易转
移、病情进展迅速，多数患者确诊
时已步入晚期，5年生存率较低。”
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倪国华主任医
师表示，近年来，随着精准医学和
规范化诊疗模式的到来，靶向药

物治疗已经成为非小细胞肺癌临
床治疗的重要手段。由于肺癌早
期症状不明显，多数患者在确诊
时已是局部晚期或发生转移，错
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如果肺癌能
在早期发现，并及时采取相应干
预手段进行规范治疗，患者5年生
存率可提高到80%。预防肺癌，除
了戒烟，早期发现也是提高生存
率的最好方法，而通过定期体检，
尤其是低剂量螺旋 CT 的检查可
以有效地早发现。四类人每年做
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很重
要。其中包括，50 岁以上的吸烟
人群，从事装修、接触放射性的特
殊工种，既往有肺部慢性疾病主
要是肺结核的，最后是有肿瘤家

族史尤其是肺癌史的，这类人群，
要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检
查。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在县
级市中率先成立了肿瘤专科，收
治病人数逐年增加，治疗手段、治
疗方法不断拓宽，采用国内领先
水平的抗肿瘤新药十余种，开展
新技术、新疗法十余项，多次获得
科技进步奖。服务项目：1、肿瘤
的综合治疗，包括手术、放疗、化
疗、内分泌治疗、免疫治疗；2、多
途径化疗；3、中西医结合防治肿
瘤；4、临床教学和科研相结合；5、
与省级相关医院横向联合，邀请
上级专家、教授定期会诊、指导。
专家专科门诊时间：周一~周六。
输液港、PICC护理门诊：周二、周
五 下 午 。 咨 询 电 话 ：
0511-86553016。（孙红娟）

【医患问答】

丹阳市胸痛中心在丹阳
市人民医院急诊部内。这里
有一支由心内科、急诊科、胸
心外科、呼吸科、医疗服务部

及院前急救系统（120）、本市各级
医院组成的救治团队，专设急性胸
痛诊室、胸痛中心抢救室、导管室、
胸痛观察室等配套设施设备，为急
性胸痛患者打通了一条生命的“高
速公路”，可有效缩短包括急性冠
状动脉综合征、主动脉夹层、肺动
脉栓塞等致死性急性胸痛患者的
诊疗时间，提高救治成功率，真正

体现了“时间就是生命”。
胸痛是临床常见症状之一，

造成急性胸痛的原因很复杂，大
约有30%的病人是突发急性心梗，
而发病初期的90分钟被视为救治

“黄金时间”，因此对突发急性胸
痛病人而言，若不能识别并及时
治疗，可能瞬间危及生命。胸痛，
是临床常见症状之一，造成急性
胸痛的原因很复杂，大约有30%的
病人是突发急性心梗，而发病初
期的 90分钟被视为救治“黄金时
间”，因此对突发急性胸痛病人而

言，若不能识别并及时治疗，可能
瞬间危及生命。胸痛中心急救模
式是一种区域协同救治模式，通
过多学科（包括急救医疗系统、急
诊科、心血管内科、DSA 导管室、
检验科和影像学科等）合作，提供
快速而准确的诊断、危险评估和
恰当的治疗，从而提高早期诊断
和治疗 ACS 的能力，降低心肌梗
死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减少心肌
梗死面积，并准确筛查出心肌缺
血低危病人，达到减少误诊和漏
诊及过度治疗的目的，改善病人
临床预后。

切记：急性胸痛立即拨打
120，送胸痛中心救治！（孙红娟）

我市的胸痛中心在哪里？

低剂量螺旋CT肺癌早发现

眼睛很痒伴有血丝要紧不？
陈先生：45岁，每天早上起

床眼睛很痒，并伴有红色血丝，
每次都忍不住揉，要不要紧？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眼科学
会秘书长、丹阳市人民医院眼科
主任黄金土副主任医师：根据病
情描述，患者眼内可能存在炎
症，例如结膜炎等，可能是细菌
或病毒感染引起。主要与环境
和用眼习惯有关。经常熬夜、抽
烟，以及长期使用电子产品引起
的干眼症，也会加重炎症。建议
前往医院进行专业检查，遵照医
嘱使用相关药品。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眼科

经过 30余年发展已成为一个现
代化的新眼科。目前拥有一批
中高级职称医师和一批高性能、
高标准的现代化手术设备。设
有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和小
儿弱视等专科，年门诊量约
30000人次。目前能开展各种白
内障、青光眼、小儿斜视、眼外伤
和泪器疾病的治疗和手术。为
镇江市首批白内障定点单位。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黄金土；周
二：夏旭辉；周三、四：林夕梅；周
五：庄栗（眼底荧光造影）。专家
门诊时间：周二上午、周四上午、
周五下午、周六下午。

舌背上腭痛，该如何治周女士：53岁，舌背、上腭痛，
医院说是炶口综合征，请问这是
什么病，该如何治疗？

市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吴伟
忠副主任医师：该病好发于更年
期或绝经期前后的妇女，此类患
者在口腔专科检查时，往往并没
有明显的异常所见，一般在吃了
干燥性食物、空闲休息时加重，但

在工作、吃饭、熟睡等注意力分散
时，痛感往往会减轻甚至消失。
建议检查口腔内是否有残根、残
冠、不良修复体等异物刺激。

链接：市人民医院口腔科技
术力量强、设备先进，诊治水平在
丹阳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先后多

人多次深造于国内著名医院。配
置了进口高档多功能综合治疗机
及烤瓷炉、数字化口腔全景机等
系列设备。除常规开展各种口腔
疾病诊治外，还开展牙颌畸形的
正畸治疗、全瓷冠桥修复、后牙根
管治疗、口腔颌面手术、种植义齿
等高新技术项目。 咨询热线：
86553008。（孙红娟）

徐先生：前几天我的脚趾有
点痛，之后就越来越痛，而且晚
上睡觉的时候根本不能碰，连翻
身的时候碰到都疼。上医院检
查说是得了痛风，请问怎么治疗
痛风较好？还能恢复到正常吗？

丹阳市人民医院风湿免疫
科主任、二十三病区主任方利平
主任医师：痛风是一种关节炎，
主要是由于长期高尿酸血症，尿
酸盐沉积在关节腔出现急性关
节炎发作。长期发展还可以导
致痛风性肾病等。治疗主要分
控制关节肿痛症状和控制高尿
酸血症，一般都可以控制病情。
喝酒、暴饮暴食及过度运动等是
痛风的诱发因素。高嘌呤因素
有诱发作用，需注意戒酒，控制
动物内脏、海鲜、荤汤，包括螃蟹
摄入。

链接：人医风湿科成立于
1998 年，现有风湿科医生 5 名，
其中副主任医师以上 2名，研究
生 2名，常年开展类风湿性关节
炎、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斑
狼疮、干燥综合征等常见风湿病

的诊断治疗。专家专科门诊时
间：周一~周六上午。咨询电话：
86902415、86553016。市人民医
院每月第一个周六特邀江苏省
人民医院风湿科沈友轩主任医
师来院坐诊。（孙红娟）

痛风能恢复到正常吗？

咨询电话
86553901

13806100898胃肠诊治中心
丹阳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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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医
产科

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

人医体检中心
规范 严谨 便捷 保密
服务热线：869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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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王先生问：受骨刺困扰
十来年了。一直服药但仍不见
好。请问能通过按摩把骨刺去
掉吗？

骨外科医生答：骨刺的生长
是由于骨关节的失稳，导致人体
应力发生改变，进而产生的一种
防御反应。骨刺的形成可以使
失去稳定性的骨关节得以加强，
而增生的骨质和人体原有的骨
骼结构相似，成分相同，用药或
按摩都不可能消除或软化骨刺
的。喝醋更不具备这样的功

效。有些老年人想通过爬山等
方式，来把骨刺“磨掉”，这是极
端错误的。不过，采用规范的中
医按摩手法能调整骨刺与周围
组织及神经的压迫关系，一些药
物可以调和气血、疏通经络，使
局部充血、水肿、无菌性炎症反
应消失，从而达到止痛的作用。
患者最应做的是保护关节，引起
疼痛的动作少做，比如将蹲厕改
成坐马桶。肥胖者应尽快减肥，
减轻关节负重。

（国奋）

胸痛中心，能帮您什么？
胸痛是临床常见症状之一，

造成急性胸痛的原因很复杂，大
约有 30%的病人是突发急性心
梗，而发病初期的90分钟被视为
救治“黄金时间”，因此对突发急
性胸痛病人而言，若不能识别并
及时治疗，可能瞬间危及生命。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吸烟、
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糖尿病等
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危险因素急

剧增加，这导致了以动脉粥样硬
化为主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直线升高，而且这类疾病
正呈现年轻化趋势。

另一个方面，我国 ACS（急
性冠脉综合征）治疗存在不足，急
性胸痛和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治疗
流程中存在问题。比如，我国实
行非限制性急诊，很多非急诊病
人、上班族为了“快速”就诊而急

诊,这使宝贵的急诊医疗资源被
滥用，导致真正的急危重症病人
不能及时有效地诊疗。胸痛中心
急救模式是一种区域协同救治模
式，通过多学科（包括急救医疗系
统、急诊科、心血管内科、DSA导
管室、检验科和影像学科等）合
作，提供快速而准确的诊断、危险
评估和恰当的治疗，从而提高早
期诊断和治疗ACS的能力，降低

心肌梗死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减
少心肌梗死面积，并准确筛查出
心肌缺血低危病人，达到减少误
诊和漏诊及过度治疗的目的，改
善病人临床预后。

设在市人民医院急诊部内的
我市胸痛中心日前接受了由中国
胸痛中心认证工作委员会专家组
的现场核查。这里有一支由心内
科、急诊科、胸心外科、呼吸科、医

疗服务部及院前急救系统（120）、
本市各级医院组成的救治团队，
专设急性胸痛诊室、胸痛中心抢
救室、导管室、胸痛观察室等配套
设施设备，为急性胸痛患者打通
了一条“救心高速路”，可有效缩
短包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主
动脉夹层、肺动脉栓塞等致死性
急性胸痛患者的诊疗时间，提高
救治成功率。（孙红娟 溢真）

王阿姨体检发现肾有问题，
再一查发现，她的左肾有铸型结
石，重度积水，肾小球滤过率异
常，左肾已无功能。为避免继发
感染和高血压，她接受了左肾切
除手术。切下来的肾皮质非常
薄，就像一颗圆润饱满的葡萄，
变得干瘪瘪的。

肾结石在肾盏、肾盂内时没
有明显症状，只有结石随尿液排
泄，刺激黏膜或引起明显梗阻，
才会出现肉眼血尿、腰部疼痛、
尿频尿急等症状。“沉默的结石”
在肾内越长越大，难以排出，直
到塞满整个肾盂、肾盏，严重损
害肾功能甚至导致肾功能衰竭。

肾结石的诊疗重在早预防、
早发现。建议中老年人保持三
个好习惯：1.良好的饮水习惯，

成人每天应保持饮水量在 2000
毫升以上；2.良好的运动习惯，
适当运动会加速小结石排出，避
免形成大的铸型结石；3.良好的

定期体检习惯，特别是已经出现
过结石的患者再发结石风险高，
定期检查B超及尿常规，经济又
有效。 （杨华）

骨刺能揉下去吗不痛的结石更可怕

患糖尿病 10年来，我总结
出了一点护脚心得，那就是要
格外注意“穿、查、剪、洗”这 4
个环节。

穿：选择松软不挤脚的鞋
子和质地柔软、吸汗透气的棉

麻袜子，不打赤脚，外出不穿拖
鞋，以防碰刮伤；

查：每日检查鞋子是否进
了砂石，双脚是否有损伤、趾甲
过长、趾缝发炎等；

剪：在自然光下，戴上花镜

小心修剪，不能剪得太短；
洗：每晚温水洗脚，水温

37 摄氏度左右，洗完一定擦
干。

（忠林）

患糖尿病怎样护脚？注意“穿查剪洗”

失眠常表现为：入睡困
难、多梦、易醒、醒后难以再入
睡。伴有情绪障碍：焦虑、心
神不定、多疑、恐惧，对事物不
感兴趣，对生活失去信心，严
重者甚至会有轻生念头。

失眠若不及时治疗，反复
发作，很容易引发其他疾病，
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失眠患
者长期服用安眠药，且副作用
大，一旦停药就容易反复。

怡神睡眠之家充分发挥
天然草药的优势，强调身心

同治、加强情绪调节、调整心
态，针对各种原因引起的失眠、
焦虑、抑郁、恐惧、神经衰弱、
更年期综合征等。开创双向调节
大脑神经递质疗法，从根本入
手，消除失眠根源。使失眠者能
快速入睡，增加时间，确保高质
量睡眠，醒后精力充沛，四肢舒
爽，情绪稳定，精神好。不吃安
眠药，安心睡好觉！

不吃安眠药 照样睡好觉

失眠、焦虑、抑郁请咨询：
86910891 13912835648
睡眠之家地址：双井巷（南桥北首）

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儿童医院——关爱儿童健康，托起明天太阳

我科拥有全市较好、体
现人文关怀的家庭式温馨

产房。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将会有专
业助产师全程陪护。在您的整个孕
期我们将会提供一对一的孕期检查，
定期开办孕妇学校，进行个性化的孕
期健康教育，真诚为您的孕期健康保
驾护航。科室拥有家庭化病床5张，
普通病床40张，以满足不同层次病人
的需要。产房结构规范、合理，各种
设施齐全，配有胎儿电子监护仪、多
谱勒胎心仪、新生儿复苏台等各种抢

救设施。开展围产期保健、顺产接生、
胎吸、产钳、臀助产、新式剖宫产、腹膜
外剖宫产等各种产科手术。同时还开
展新生儿游泳、新生儿抚触、无痛人
流、无痛分娩等特需服务。产科有多
学科协作的优势，曾多次成功抢救从
各级医院转入的危急重患者，对高危
妊娠、宫外孕、产科大出血、胎盘滞留
等疑难危急重症有丰富的抢救经验。
儿科技术力量雄厚，设有儿科重病监
护，拥有先进的仪器设备，为高危儿的
抢救提供了坚强后盾。

能规范治疗各类急慢性妇科炎
症、不孕症、月经不调、闭经、更年期

综合症等疑难病症，并能开展国内大中型妇
产科的大部分手术，包括新式剖宫产（美容切
口）、腹式全子宫切除术、筋膜内全子宫切除
术、良性卵巢肿瘤的各式手术、广泛性全子宫
切除术、子宫肌瘤、子宫脱垂的各式手术（阴
式、腹式），外阴、阴部手术。同时我们在阴道
镜检查、外阴、阴道、宫颈病变的早期诊断和
治疗等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开展了宫
腹腔镜手术，为全市妇科患者带来福音。

产科妇科

科室多年来致
力于宫颈疾病的早
期诊断和治疗，开

展LEEP刀具有简单、安全和微创的
特点，使许多患者在发展成宫颈癌之

前得到有效的治疗。2012年又引进
超声聚焦技术用于宫颈和外阴阴道
疾病治疗，疗效良好。目前宫颈病专
科是我院特色专科和优势专病项目。

科室服务宗旨：以家庭化的环境，人性
化的服务，规范化的管理，以保障母婴安全，
解除广大妇女痛苦为己任。

服务时间：我们将24小时竭诚为您服
务。 科室服务电话：0511-86950191
科室主任：姚方华15262969172

宫颈病专科

广大妇女患者：云阳人民医院妇产科与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合作，现开展腹腔镜下卵巢肿瘤剥除，子宫肌瘤剥除及
全子宫切除术。农保医保报销比例高，自费花钱少，敬请广大妇女朋友们相互转告。联系电话：15262969172

云医妇产科与南京妇保院合作

各种四肢骨折的手术内固定、手足显微外科、腰椎间盘突出
微创手术、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等各种骨科创伤、疾病的诊
疗、手术。 联系电话：86950252骨科口腔医院

矫正畸形 水平高超
口腔医院采用种植桩先进技术，通

过种植桩产生移动牙体的力量，从而达
到矫正牙列的目的。相对于传统的正
畸技术有着更强大更方便的矫正力，尤
其对于难以合作的患者可以达到较好
的正畸目的。

地址：门诊部四楼
健康热线：86586176

疝气
专科 经验丰富 医术高超

腹股沟疝俗称疝气（小肠气），是外科的常见病，它以腹股沟或阴囊的可复性包
块为表现，小儿哭闹或成人站立活动后包块更明显，安静或平卧后包块消失，最严
重的是疝气发生嵌顿，包块不能回纳。我院在十余年疝气治疗的基础上，集中以主
治医师为主的专科小组，成立疝气专科。对小儿疝气采用小切口，仅1cm左右，住院
短，1天即可出院，患儿出院时活动如常。成人疝气采用无张力修补术，大大降低了
复发率，术后恢复极快，无疼痛。 电话：86950125

马朝斌，主任中医师。南京中医
药大学本科毕业，镇江市中西医结合
协会丹阳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首
届农村优秀中医培养对象，丹阳市
133 工程科技人才，从事中医及中西
医结合内科工作近20年，擅长急慢性
胃病、肠病、肝炎、肝硬化、肿瘤及各类

内科疑难杂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和康复，各种慢性病及
亚健康的中医膏方调理。中医膏方调配：各种慢性疾病
（如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慢性胃、肠、肝胆疾病；
慢性心脑血管病；肿瘤等），各种虚症（贫血、反复感冒、
头晕、乏力、自汗盗汗、腰酸背疼等）。

专家简介

专家专科门诊介绍
专科

小儿哮喘

小儿多动症

儿科

内科

中医科

骨科

妇产科

宫颈病专科

门诊时间

周六上午

周六上午

周一上午

周二全天

周三全天

周四全天

周五全天

周六全天

周二～周四下午

周一～周五

周一～周六

周二、周五上午

周一、周四上午

专家

曾惠泽副主任医师

王丽琴主任医师

方礼才副主任医师

何建军副主任医师

曾惠泽副主任医师

王丽琴主任医师

王清华副主任医师

曾惠泽副主任医师

蔡 楠副主任医师

马朝斌主任中医师

权学法主治医师

姚方华副主任医师

钟向英副主任医师

联系电话

15952956861

18912839238

18912839206

18912839232

15952956861

18912839238

18912839251

15952956861

13852961128

13606105270

15262969172

13952951270

云医中医科：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云医中医科，中西医结合治疗胃、肠、肝病等各类

内科疑难杂症。并个体化进行各种慢性病及亚健康
的中医膏方调理。

联系人：马朝斌，主任中医师。
预约电话：13606105270
地址：伊甸园路1号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