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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溢真 通讯
员 孙红娟）3月底，杭州某妇产
医院，一初产妇出现临产症状,
宫口才开到 2指她受不了了，跟
丈夫商量要求采用无痛分娩。
而丈夫面对疼痛难忍的妻子却
拒绝在无痛分娩同意书上签字，
毅然坚持要顺产。他说“打麻醉
对小孩儿会有影响，对大人也不
好”。虽然医生反复解释无痛分
娩的麻醉药浓度不会对大人和
胎儿产生影响，但是这位丈夫坚
决不同意。此事在网上快速发
酵。那么，无痛分娩会影响宝宝
吗？

市人民医院疼痛科专家周
国林主任医师说，从 1847 年苏
格兰的辛普森医生首次用乙醚
为一位骨盆畸形的产妇进行无
痛分娩，到现在这项技术有着一
百多年的历史。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分娩镇痛这项技术在欧
美国家已成为一项常规的技术
了。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分娩镇
痛普及率达到 90%以上，无痛分
娩现已是非常成熟的一项技
术。市人民医院产科主任颜云
华副主任医师表示，无痛分娩在
国内外都已非常普遍，是很常见
的分娩方式，它非常安全，可以

让准妈妈们不再经历开宫口长
达几个小时的反复折磨，同时能
减少产妇分娩时的恐惧和产后
的疲倦。能让妈妈们在时间最
长的第一产程就得到休息，当宫
口开全该用力时，因积蓄了体力
而有足够力量完成分娩。且无
痛分娩采用硬膜外麻醉，医生在
准妈妈的腰部硬膜外腔放置药
管，这药管中麻醉药的浓度大约
相当于剖腹产的 1/5，安全性是
可以保证的。药物经由胎盘吸
收的量微乎其微，对胎儿并无不
良影响，更不会影响婴儿的大脑
健康。

无痛分娩不坑娃 产妇无需强忍疼

目前，帕金森病已经成为仅
次于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严重
危害老年人身体健康的致残性
疾病，它是一种常见的中老年人
神经系统疾病，受工农业污染、
室内装修污染、手机、电脑辐射
等综合因素影响，预计 2030 年
患者将达到500万。

及早诊治“迫在眉睫”
帕金森病作为一种慢性进

展性中枢神经系统变性疾病，它
总在不知不觉中出现，患者会误
认为是身体的正常衰老，容易忽
视，延误病情。在国外，大部分
帕金森病患者在患病 1 年内就
能及时就诊，而在中国，患病 2
年以上才就诊的帕金森病患者
为13.6%。这往往与患者对早期
症状忽视，未及时就医有关。

四肢无力、小碎步行、手抖、
表情呆板“面具脸”、肌肉僵紧

……当发现这些症状时，应警惕
患帕金森病的可能，须尽快到正
规医院找专家确诊。

家人应成为“心灵抚慰师”
帕金森病患者会出现嗅觉

障碍、便秘、抑郁等症状，往往是
患者病情越重，发生抑郁几率越
高。因此，鼓励患者多参加户外
活动，保持良好心态。在身体条
件允许下，散步、打太极拳、跳舞
等都有助于患者保持身体的灵
活性、肌肉的强健和关节的柔韧
性，还可改善睡眠。平时，患者
尽量多吃粗粮、青菜、水果等高
纤维饮食，多喝牛奶或豆奶，补
充钙质。同时，摄取充足的水，
加快身体新陈代谢，并防止便秘
的发生。

专家提醒，帕金森病人需要
终身治疗，但在漫长的用药过程
中，多数患者会产生心理障碍，

甚至超过一半的患者会患上抑
郁症。所以，家人应成为帕金森
病人的“心灵抚慰师”，支持、劝
解、抚慰是帕金森病人渴望的一
份“心灵鸡汤”。

三级预防措施针对帕金森病
一级预防：全民动员，加强

环境保护，减少环境污染，维持
生态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尽量减少直接接触化学物质；脑
力劳动和体力活动并重，避免长
期用脑过度。

二级预防：关键是早期发
现、早期就医。其中，有家族史
的中老年人更要注意。

三级预防：已确诊为帕金森
病患者，尽管患者运动功能和自
理能力已有障碍，仍应鼓励他们
尽量自己的事自己做，这样做有
助于防止和推迟关节强直和肢
体挛缩。

帕金森病 健康的又一大“杀手”

牙齿健康正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关注，很多人因牙齿畸形，想进
行矫正，但又存在一些顾虑，下面
就来说说大家所关心的几个牙齿
正畸问题。

年龄大了能不能矫正？
牙齿移动是一生都会存在的

骨改建过程，因此牙齿矫正老少
皆宜。但不同个体存在的问题不
一样，开始矫正的时机也不尽相
同，具体情况，应找专业的正畸医
师咨询。

牙齿矫正后会松动吗？
牙齿本身不可能一辈子待在

原地不动，而是处于稳定与移动
的平衡中。矫正就是通过外力暂
时打破这个平衡，为牙齿搬家。
矫正产生的骨改建会带来牙齿生
理性的移动，在移动过程中短时
间内有一定程度的松动很正常。
当牙齿移动到新的位置上，又重
新达到平衡，就会稳定下来。

牙齿矫正后，老了会掉牙？
早掉牙主要是因为牙周炎导

致牙齿松动脱落，而牙周炎的关
键致病因素是口腔的菌斑微生
物，是否罹患牙周炎与是否做过
矫正无关。

龅牙或牙列不齐，能通过 7
天快速矫正法矫正吗？

所谓的美容冠快速矫正，本
质是把牙磨小后做烤瓷冠，为了
美观却损害了牙齿健康。要想真
正改变健康牙齿的排列，目前正

确方案就是戴矫正器，时间一般
为两年左右。

矫正只是为了美观吗？
很多年轻人矫正，是为了改

善牙齿乃至容貌的美观，但矫正
的功效不仅限于此。多数中老年
人寻求矫正的目的是健康和功
能。整齐的牙齿更易被清洁，利
于牙齿和牙周组织的健康，矫正
后获得理想的咬合关系，能改善
咀嚼功能。完美的矫正可达到健
康、功能、美观和长期稳定的和谐
统一。

矫正一定要拔牙吗？
这也是很多人对矫正望而却

步的一个原因。拔牙是提供间隙
的常用手段但非唯一手段。除了
拔牙，临床上还有前后或左右扩
展牙弓、片切(适度把牙磨窄)等
很多手段。具体选用哪种手段，
必须要咨询专业的正畸医师。

拔牙矫正后会留有牙缝吗？
牙齿矫正就是给牙齿搬家，

从原有的位置移动到一个新的位
置，而拔牙矫治正是需要利用拔
牙产生的空间，排齐牙列或回收
前突的牙齿。因此只要是规范的
正畸治疗，一般情况下都能让牙
齿最终排列紧密，恢复正常的牙
齿邻接关系，不会留有牙缝。

牙齿没换完不能开始矫正
吗？

不但患者这样想，很多非正
畸专业的口腔医师也这样认为。

不同个体的具体问题不同，考虑
到牙齿和颌骨的生长发育情况，
每人开始矫正的时机会有差异，
既有乳牙期、替牙期的早期矫
治，也有换完牙及成年后的综合
性矫治，要由专业正畸医师判
断。

牙齿矫正会很疼吗？
对疼痛的畏惧使很多人不敢

矫正，其实牙齿矫正并不可怕，矫
正戴的牙箍并非紧箍咒。现今矫
治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轻力
矫治，很多技术可以提供安全舒
适的矫正，让患者感觉不到疼痛
或仅有轻微不适。治疗中牙齿受
力感觉酸胀和咬合无力也是暂时
现象，偶尔会有黏膜溃疡产生的
疼痛，一般均可耐受。

矫治力越大，效果越好？
牙齿移动是骨细胞参与改建

的缓慢生理性移动，不同于宏观
世界的物理力学现象，绝非力量
越大移动速度越快。实际上很小
的力量即可启动牙齿移动，力量
过大反而会使移动停止或带来很
多副作用。

矫正只能戴牙套吗？
矫正方法灵活多样，目前的

主流技术是用粘在牙齿上的固定
矫治器，即俗称的牙套，包括金属
材质的钢牙套和接近牙色的美观
陶瓷牙套。此外，还有放在牙齿
内侧的舌侧矫治和患者可以自由
摘戴的无托槽隐形矫治，对美观
均不产生影响。

严重的牙周炎是矫正禁忌症
吗？

不是，未经治疗或控制的牙
周炎不能矫正，但稳定的牙周炎
可以。严重的牙周炎常有明显的
病理性牙移位或松动，牙齿矫正
同时也是在治疗牙周病，施以生
物限度内的矫治力非但不会使牙
周病恶化，反而会改善病情。但
对这类患者，需要不同专业的医
师共同合作才能完成。

戴牙套会腐蚀牙面吗？
在牙面上粘接矫治器，目前

是采用口腔专用的釉质粘接剂，
在清洁处理过的牙面上固定两年
左右，治疗期间矫治器可能因外
力脱落而反复粘接，治疗结束去
除后也不会对牙齿表面产生影
响，这是在口腔科应用40余年非
常成熟的粘接技术，大可不必担
心。所谓的腐蚀实际上主要是因
为口腔卫生不好导致托槽周围牙
面产生的釉质脱矿，口腔卫生差
才是罪魁祸首。

牙齿矫正会影响孩子的身高
发育吗？

有些家长担心矫正期间很多
饮食受到禁忌，继而会影响孩子
发育，但实际上牙齿矫正对饮食
没有绝对的禁忌，关键是要了解
饮食注意事项，合理均衡饮食。

成年人牙齿矫正会反弹吗？
牙齿矫正后一般来说是不会

反弹的。但如果矫正期间没有听
取医生的建议，如乱吃东西(如
用戴着矫正器的牙齿咬核桃等坚
硬食物)、矫正期间没有按时去
复诊等，那么矫正后的牙齿很容
易出现反弹。由于矫正后牙齿在
新位置上还不太稳定，必须借助
保持器维持新的牙齿位置，等待
牙槽骨的改建，佩戴保持器时间
大约为一年半左右。尤其是成年
人做矫正，由于已经错过了青春
快速生长发育期这一最佳矫正治
疗时机，更加需要保持器的帮
助。

（少海）

牙齿矫正的那些事

最近，二院采取“微创人工股骨头置换术”，为右股骨颈骨折的82
岁张奶奶手术并获得成功。该手术为我市首家利用自身技术优势独立
完成的手术。张奶奶手术后6小时就可以卧床进行患肢主动活动，术
后第一天即可下地，术后住院一周即康复出院。图为张奶奶在医生与
护士的帮助下，利用助行器下床活动。（丁红琴 摄）

最近，天气上蹿下跳，华南
新村的张平小心脏有点受不了，
来到云阳人民医院心内科就诊。
他发现，给他诊疗的是新面孔，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在坐
诊。这是该院强化居民健康“守
门人”能力的又一便民惠民举
措。

新一轮医改以来，云阳人民
医院不断探索，结合自身口腔专
科等强项，打通优质医疗“服务
链”，与界牌镇卫生院共同打造

“口腔专科医联体”，于去年“全
国爱牙日”开始试运行。除此重
心下移以外，该院眼睛向上，努
力寻求三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
先后与南京儿童医院、南京妇幼

保健医院、常州 102医院、江大
附院等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为进一步深化医改，保障人
民健康，方便群众就医，该院按
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
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探
索与三甲医院江大附院（江滨医
院）建立医联体。由江大附院的
专家在云阳医院长期坐诊、手术
等，尤其是心血管专科作为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也长期派驻专家近
距离诊疗，为我市患者带来福
音。建立双向转诊工作机制，江
大附院为危急病人转诊开辟生命
绿色通道，方便、快捷，病人更
有保障，也减轻就医负担。

（赵永东 杭和平）

二院独立完成首例微创人工髋关节置换术

下沉上靠，云医深化医改

4月11日为世界帕金森病日，超九成大众不了解这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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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岁高龄的国医大师张震
是我国研究中医证候学的先驱，
他创立了疏调气机学派，拟定疏
调气机汤调节气机。同时，他也
用几十年养成的生活习惯践行着
自己的养生之道。

饮食清淡，细嚼慢咽

老子有云：“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此谓之道”；庄子有云：“天
下为一气尔，气聚则生，气散则
死。”作为疏调气机学派的创始
人，张震认为，人活有三口气：天
气、地气和人气。

这口气放在肾脏里，又可以
称之为“元气”。整个生命过程中
都在消耗这个“元气”，所以如果
不及时补充很快就会消耗完。那
么怎么补充“元气”呢？张震说，
天上抓一把，地下抓一把。就是
从天气和地气中补。所谓“天气”
就是人体吸收的空气，从鼻孔入；
所谓“地气”就是水谷精微之气，

从食物中得，从口入。将人体吸
收的天气和地气更好地转化为人
气，使得人气充裕，人体才能够健
康长寿。张震认为，想要养好三
气，就要调养好脾胃功能，吸收好
食物的水谷精微之气，适量运动，
作息规律，提高睡眠质量。

张震每天 7 点钟左右起床，
然后吃早饭。每顿饭，张震都会
细嚼慢咽，用 30 分钟的时间吃
完。他说细嚼慢咽的进食，大概
20~3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到七八
分饱。“有些人狼吞虎咽后总觉得
吃不饱，其实已经吃过量了。”张
震认为，吃得多少，胃会在 30 分
钟后给出信号，所以不妨在吃到
30分钟时站起来走一圈，这时候
就会觉察到饱腹感，就不会再吃
了。为了保持这个最适宜的度，
张震原来进食都是看着墙上的时
钟，不过几十年过去了，张震已经
形成了规律，就不需要再盯着时
间了。

运动适度，静心好眠

一般人会把“生命在于运动”
这句话挂在嘴边上，张震却认为，
运动不仅应适度，还不应剧烈。
饭后，张震会和老伴儿出门散散
步。不知情的人或许会以为，张

震上了年纪所以步履沉稳缓慢，
其实几十年来，张震一直缓步慢
行，从不进行任何剧烈运动。

除了饭后的散步，张震几十
年来还一直坚持打太极拳。他认
为，太极拳集颐养性情、强身健
体、技击对抗等多种功能为一体，
是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
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拳术。打太极
不仅可以调节阴阳、经络，更可以
调节心神，使身体达到一种中正
平和的状态。

除了适度运动，张震认为，良
好的睡眠对身体健康也非常重
要。睡觉之前首先要静下心来，
不要心猿意马。睡前可以试试按
摩劳宫穴、神门穴、神庭穴、印堂
四个穴位至酸麻胀痛后，就像是
为“神”收拾好了卧室，然后命令
身体从百会穴到涌泉穴放松，在
这个过程中就会不知不觉睡着
了。

恬淡心境，宠辱不惊

“忘记自己的年龄”是张震在
和云南的寿星医生魏淑珍（103
岁去世）请教养生之道时收获的
长寿秘诀。《老子》有云：“吾有大
患，及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
患。”张震顿悟：人要长寿，首先就

不执着顾忌自己年龄及身体。
张震的另一个长寿秘诀就是

跟老伴儿抢着做家务活。做家务
不仅锻炼身体，还能增进夫妻及
家庭之间的和睦，整个家庭的气
氛都非常融洽，大家心情舒畅，自
然就少生疾病。

论养生之道，张震从儒家的
中庸之道和道家的清静无为理念
中受到了启发。任何事情，别太
过分，别太计较，顺其自然。正如
《黄帝内经》所言：“恬淡虚无，精
神内守，病安从来？”

（韩静）

国医大师张震的养生之道：

生活有度 心态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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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发区某单位上班
的谭女士，参加了单位组织
的体检。当他拿到体检报
告时吓了一跳，心电图检查

显示“心肌劳损”。为什么会有心
肌劳损呢？会是心脏病的前兆
吗？体检报告里，血压、血脂和血
糖都正常，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
检查来排除是不是有病变？

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
刘学庆说，“心肌劳损”不是疾病
的名称，而是心电图检查时发现
的指标的异常，主要指心电图中
ST-T 段异常改变。但心肌劳损
不是心脏疾病临床诊断的主要标
准，只是心脏各种指标的其中一
项出现异常，这种异常对临床来
说可能是有意义的，也可能是没
有意义的。

“心肌劳损”要多休息。“一般

情况下，心肌劳累和心肌缺血都
可引起心电图检查时的 ST-T 段
异常改变。如果是心肌劳累，也
不用太担心，这是由于工作紧张、
精神压力大等因素影响下，心肌
长期在高负荷下过度工作导致的
心肌受损。”刘学庆表示，目前很
多年轻白领的心肌劳损基本都是
这种情况，属于功能性改变，一般
通过放松、休息来调养即可，无需
治疗。但心肌劳损也可能是疾病
的提示，如果是心肌缺血引起的，
长期发展可能导致冠心病、心肌
梗塞、扩张性心肌病、心功能不
全、心功能衰竭等。

刘主任建议，有“心肌劳损”
的患者，首先要排除有没有心血
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如看血压、血
脂、血糖是否正常，同时看有无吸
烟史和心血管疾病家族史。如果

具备以上危险因素，就要进行心
脏负荷下的心电图，以进一步排
查。或者进行心脏彩超，看心脏
结构有无变化。如果这两种检查
均无异常，可以说明心脏结构和
功能正常。心脏保护，要少熬夜
和长时间上网，工作压力大时要
找方式放松，调整紧张心情，多运
动。饮食上要低盐、低脂。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心血
管内科是镇江市的重点学科，配
有多种心血管内科先进设备，建
立了现代化的心导管室，开展心
脏介入手术 20余年，每年心脏介
入手术量达 1000 余台，在江苏县
市级医院名列前茅。常年与上海
中山医院、省人民医院合作，有国
内一流的教授、专家来院门诊、会
诊、查房、手术。主要技术指标已
达三级医院水平，在省内处于领
先地位。专科门诊时间：周一~周
六 。 心 内 科 咨 询 电 话 ：
86553012。孙红娟

@人医大夫

乳腺钼钯检查是目前较好的手段
预约检查时间为每周一、二、四、六上

午，其中每周六有南京中大医院乳腺专家
来市人民医院会诊。电话：86553031

早期发现乳腺癌人医体检中心
规范 严谨 便捷 保密
服务热线：869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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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医
产科

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

司徒朱女士（化名）前
些时候总是莫名原因恶心
呕吐，自以为是肠胃炎，便
前往市人民医院就诊。经

检查，王女士血钙明显升高，医生
便建议朱女士检查甲状旁腺激
素。果然，朱女士甲状腺激素异
常高，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朱女
士患有甲状旁腺肿瘤，需立即接
受手术治疗。市人民医院耳鼻喉
科任红珍副主任医师及团队立即
为朱女士进行手术，切除甲状旁
腺肿瘤。术后检查，朱女士的血
钙、甲状旁腺激素恢复正常值，经

过几日恢复，朱女士便康复出院
了。

甲状旁腺为何物？任红珍副
主任医师介绍，甲状旁腺贴在甲
状腺后面，只有几毫米大小，主要
分泌甲状旁腺激素，调节体内钙
的吸收、分泌、代谢。若甲状旁腺
出现问题，就会扰乱体内钙的正
常代谢，因而出现血钙升高的症
状。任医师提醒：甲状旁腺只有
0.3-0.5毫米大小，甲状旁腺肿瘤
无法触及。若检查发现莫名原因
血钙高，一定要记得通过B超、CT
等方式排查甲状旁腺有无肿瘤。

一旦发现甲状旁腺肿瘤，需手术
切除。甲状旁腺肿瘤相对于其他
肿瘤来说预后好、手术效果立竿
见影，以免夜长梦多，造成对其他
器官不可挽回的伤害。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是本市的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疾病的诊治中心，特色
重点专科，技术力量雄厚，设备精
良。无论规模、医疗设备、医疗技
术水平在同级医院及周边地区均
处于领先地位。科室与上海眼耳
鼻喉科医院、南京多家医院长期
保持业务联系，并经常邀请专家
教授到我科进行技术指导。咨询
电话：86553157。孙红娟

莫名恶心，当心甲状旁腺肿瘤

心肌劳损应“问源寻因” 盛某：最近突然右部头疼，不
知怎么回事，需进行哪些检查？

丹阳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大外科副主任樊永忠主任
医师：头痛的病因非常多，具体
要看头痛的性质、部位、持续时
间、疼痛的程度、加重的因素及
其他伴随症状等。根据具体情
况，选择必要的检查，明确有无
颅内器质性病变。因患者提供
信息较少，建议到我院脑外科门
诊就诊以进一步治疗。

链接：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近年来每年收治脑外科病人

1500 余人，每年开颅手术 300 余
例。开展了高难度的手术，如动
脉瘤夹闭术，动脉瘤栓塞术，功
能区巨大胶质瘤切除术、室管膜
瘤切除术、功能区海绵状血管瘤
切除术、脊髓肿瘤切除术、立体
定向脑内血肿穿刺引流术。其
中在颅脑外伤诊治、脑内血肿的
治疗接近国内先进水平。脑胶
瘤、脑膜瘤、小脑肿瘤、脑内血肿
的微创外科治疗，使手术创伤更
小，更安全，疗效更好。专家专
科门诊时间：周一~周六。咨询
电话：86553010。 孙红娟

突然右部头疼咋回事？

白带豆腐渣样，什么情况？
王女士：白带是豆腐渣样，

近三天才有的，还不自觉地流黄
色的水，请问什么情况？

市人民医院妇科主任何国
照副主任医师：白带呈豆腐渣
样，同时水样，是否合并外阴瘙痒
及白带异味，考虑有假丝酵母菌
及细菌混合感染，还需排除子宫
颈病变，建议至医院做相关检查。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妇科
是全市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雄
厚、设备最完善的妇科，年门诊
量约三万人，年手术量达2000余

台，其中微创手术占 70%以上，
腹腔镜下宫颈癌、子宫内膜癌根
治术达国内先进水平，宫腔镜手
术及盆底手术在镇江地区达领
先水平。设有内分泌专科、不孕
专科、高危妊娠专科、妇科肿瘤
专科、宫颈疾病、盆底疾病等专
科，常年有高年资副主任医师坐
诊，科室长年与上海、江苏等全
国著名妇科专家密切联系、包括
会诊、定期门诊，指导手术等，以
服务好、素质高、技术精的专业
团队服务广大妇女患者。

张女士：41岁，前段时间大
腿上长了颗痘痘，不痛不痒，我
就把它挤掉了。没过几天痘痘
又长出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眭洪
峰副主任医师：根据病史描述考
虑有可能为表皮囊肿等良性皮肤
增生性疾病或毛囊炎等表皮附属
器感染性疾病。建议患者到医院
确诊，并根据病情需要采取适当
的外科手术切除或抗感染治疗。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皮肤
性病科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

施、专业治疗药品齐全，配备有
皮肤病与性病实验室，过敏反应
测试室，专科治疗室。常规开展
荨麻疹、接触性皮炎、银屑病、带
状疱疹等皮肤病以及尖锐湿疣、
梅毒、淋病等各种性病的治疗以
及体表良恶性肿瘤切除术、微创
大汗腺切除术等各种美容手
术。能进行激光、祛疤、电灼、理
疗、光化学疗法、局封等多种治
疗。皮肤科、性病专科全周门
诊，眭洪峰专家门诊为周二、周
四。咨询电话：86553035。

大腿上的痘痘挤了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