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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12 月 18 日 10kV 北洋 12518

开关以下（12518：东皇村后蒙
北、后蒙、前蒙电站、前蒙、胡巷
西、丹阳市信源新型建材厂一
带）08：00-10：00；

10kV南横 233线竹林路 1#
环网柜 23301 开关以下（23301：
九房大队、拾房新村、丹凤国际、
丹凤幼儿园、丹凤实验小学、丹
金人家（部分）、景阳花园、蒋家
1-6队、丹阳市农业委员会、云阳
九房孙家一带）08：00-12：00；

10kV 晓星 17102 开关以下
（17102：星火村、朱家、石潭村、
前湾村、后湾村、徐家村、长湾庙
头西村、蒋家、车站新村、新丰村
车站、新丰村、三里村、晓星新
村、晓星村北、晓星王家、眭东
村、步家村变、眭家、丹阳市大泊
空心砖厂一带）08：00-12：00。

备忘录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7部影片：
陈建斌、任素汐主演喜

剧、剧情电影《无名之辈》；杰
森·莫玛、艾梅柏·希尔德主
演动作、冒险、奇幻、科幻电
影《海王》；秦岚、日高法子主
演动画、家庭、奇幻电影《龙
猫》；阿克谢·库玛尔、拉迪
卡·艾普特主演剧情、爱情、
喜剧电影《印度合伙人》；约
翰·赵、黛博拉·梅辛主演悬
疑、犯罪、剧情电影《网络谜
踪》；动画、喜剧、家庭、奇幻
电影《绿毛怪格林奇》；汤姆·
哈迪、米歇尔·威廉姆斯主演
动作、科幻、惊悚电影《毒液：
致命守护者》。

全 球 最 先 进 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米
埃影城免费提供 3D 框架、
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
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订阅
号：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今日上映5部影片：
秦岚、日高法子主演动

画、家庭、奇幻电影《龙猫》；
阿克谢·库玛尔、拉迪卡·艾
普特主演剧情、爱情、喜剧电
影《印度合伙人》；约翰·赵、
黛博拉·梅辛主演悬疑、犯
罪、剧情电影《网络谜踪》；动
画、喜剧、家庭、奇幻电影《绿
毛怪格林奇》；杰森·莫玛、艾
梅柏·希尔德主演动作、冒
险、奇幻、科幻电影《海王》。

具体场次及时间：
1. 可 拨 打 热 线 咨 询 ：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dyzho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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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泡脚的人生病少！但这四个雷区千万要避开
“寒从脚起”，泡脚既能促

进血液循环，还能温经散寒、活
血化淤、祛风除湿。但要提醒
大家的是，方法一定要正确!

错：有些老年人泡脚必备
三大件，一盆洗脚水，一个暖水
瓶，一台电视机。一边看一边
泡，不知不觉中电视剧就连看
三集了。

标准做法：泡脚别超
半小时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传统疗法中心副主任朱庆
军：泡脚时间并非越长越好，
应以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
为宜。时间过长，不仅会导致
血液向双下肢灌注过多而出现
头晕、头胀，而且对皮肤也不
好，易出现局部皮肤干燥等问
题。一般来说泡脚时间在 20~
25分钟即可，或当泡到后背感
觉有点潮，额头微出汗即可。

一般来说，泡脚水的温度
以 40~45℃为宜，最好不要超
过 50℃，脚上茧较多的人，水
温可适当高一点，另外可以在
水中加入 10毫升醋或红花、艾
叶、花椒适量，煮水后取汁加
入，则养生保健效果更好。小
孩皮肤嫩，水温要低一点。

泡脚时看书、看电视听上
去十分惬意，但实际上也不是
个好习惯，因为看书、看电视
时要集中精力，脑部要集中供

血，脚部对温度感知也较差，
可能会出现烫伤或着凉的问
题。所以泡脚的时候最好也不
要看书、看电视，宜静心养神
可以达到“引火归元”的效
果。

晚上 7~9 点是肾经主事的
时候，泡脚正好能补充气血。

错：有些老人认为泡脚用
的药材越多药效越好，按着报
纸上的方法来抓药，一煮煮一
锅。

标准做法：保健泡脚
方简单点

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治未病中心主任陈燕清：中医
讲究辨证论治，千人千方，治疗
疾病所用的泡脚方一般味数会
多一些，以达到祛病除邪的目
的，这需要医生开具处方，不建
议随意模仿。

日常保健用，泡脚方最好
简单些，这也最利于坚持。一
般来说，在泡脚水中加一味就
可以了。比如体质偏冷的人，
用陈皮泡脚就能很好地改善手
脚冰凉的症状。这是因为，陈
皮尤其是以冬柑的皮晒制而成
的，有理气燥湿的功效，通过热
气的作用，趁着肌肤毛孔张开
而渗透进皮肤内，刺激毛细血
管，加速血液循环，可达到滋润
肌肤、保暖身体的作用。

感冒了，可以用 5片生姜煮
水泡脚，每次 20分钟，连泡 2~3
天就能好转，还能增强体质，
预防流感再次发生。关节炎很
难好，但是如果每周坚持用生
姜泡脚 2~3次，能有效缓解关
节炎，泡脚时加上点食盐效果
更好。肚子受凉以后，感觉肚
子里有胀气的时候，或是腹痛
腹泻的时候，可以用 20~30g左
右花椒泡泡脚，能快速祛除体
内寒邪，止痛止泻，坚持泡上
2～3天就能缓解。

错：泡脚大木桶太沉搬不
动，电动洗脚盆清洗太麻烦，
于是许多老人便直接用个塑料
盆，倒上水，端来端去也方
便。

标准做法：泡脚水至
少没过脚踝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脑病医院院长王新志：中
医认为，“经脉所过，主治所
及”，意思是说，只要是刺激
经脉所经过的穴位，都能对它
对应的脏器起到治疗作用。一
般来说，泡脚最好选个大小适
中的木桶来泡脚，既能刺激足
部的一些穴位，连小腿上的三
阴交穴、阳陵泉穴、足三里穴
也能照顾到，也就是说，腿浴
虽比足浴多泡了一个小腿肚，
却能把人的五脏六腑调理个
遍，效果当然更好。

当然，若存在不可克服的
困难，用普通水盆也可以，但
要注意，水量要足够多，至少
要能淹没脚踝。泡脚时，也别
干泡，可以用手掌搓搓脚掌，
从脚跟搓向脚心，再一顺而下
搓到脚趾。动作要慢，用力要
均，反复搓动，直到脚掌发热
为止，可以左右脚交替着搓。
还可以用右手的五指分别抓住
左脚的五趾，按时针方向作“圆
形运动”数十次，再做反向运动;
做完了左脚，再做右脚。这种
脚部按摩可以促进脚部的血液
循环。全身血液通畅，自然减
少了疾病的发生。

错：睡前泡一下脚有利于
提高睡眠质量，预防风寒感
冒。于是许多有糖尿病、下肢

血管病的人也禁不住诱惑，加
入泡脚大军。

标准做法：泡脚不适合
所有人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心血管科主治医师王欣：泡脚

“活血化瘀”，是最普遍的说
法。但对于血管疾病患者，特
别是下肢血管疾病的人有百害
而无一利，它可能导致病情的
加重或恶化。热水泡脚时，下
肢动脉扩张，尤其表现为皮肤
充血，更多的动脉血液进入下
肢。然而，静脉的回流能力并
不会因此增加。于是，热水泡
脚对于本来回流不畅或阻塞的
静脉病患者来讲，会加重血液
淤积。

此外，热水泡脚还可以导
致毛细血管破裂，形成皮肤上
的出血点。时间久了，就会形
成色素沉着，小腿颜色变黑。
如果静脉血栓病人正在服用抗
凝药物，则出血情况会更严重。

神经病变型的糖尿病足部
分患者，会有腿足感觉奇冷，怕
冷的症状。但他们对痛觉、水
温的感觉反馈机制通常不灵
敏。泡脚时不断加热水，可能
已经严重烫伤，也浑然不知。
所以建议大家在泡脚前，明确
是否有上述血管疾病，如果没
有，才可以放心享受。所以糖
尿病、心脏病、静脉栓塞等患
者，泡脚前最好咨询下医生。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经历了前天的雨水，
昨天，久违的阳光再次洒向全
城。今明两天，我市继续迎来多
云到晴天气，雾霾出现的可能性
较大。

上周六，我市局部地区飘了
点零星小雨，缺少阳光的加持，
气温有所下降，好在是周末，可
以缩在家里捂着棉被、抱着热水
袋。

值得高兴的是，今明两天暂
时没有雨水来扰，天气也要转暖
了。大家可以抓住晴好的天气
出门晒晒太阳，洗洗衣服晒晒被
子。但是，随着冷空气势力的减
弱，使得天气恢复平静，大气扩
散条件转差，这就意味着雾霾天
气将会卷土重来！预计这两天
我市将遭遇霾天气，空气质量转
差，19日夜间起，受降水影响霾
天气减弱消散。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晴到少云，偏西风

3-4 级，早晨最低气温：2℃到

3℃ ，白 天 最 高 气 温 ：11℃ 到
12℃。

18 日全市晴到多云，早晨
最低气温：0℃到 1℃，白天最高
气温：14℃左右。

19 日全市多云转阴，部分
地区有小雨，早晨最低气温：5℃
到 6℃，白天最高气温：11℃到
12℃。

>>>新闻连连看

路遇团雾应该怎么
做？

进入秋冬之后，不少驾驶员
常常会在交通广播中听到“团
雾”这个词。团雾一旦出现，便
会给交通出行带来极大危险。
那么，团雾到底是什么？它都有
哪些特征？路遇团雾应该怎么
做呢？

团雾是受局部地区微气候
环境的影响，在大雾中数十米到
上百米的局部范围内出现的雾
气更浓、能见度更低的雾。

团雾本质上也是雾，但与大
雾弥漫不同，团雾的范围更小。
团雾就像一朵落在地上的“云
彩”，团雾外视线良好，团雾内四
顾朦胧；团雾的能见度很低，一
般只有十至二十米；覆盖范围呈
一段一段的形态，有的地方
少，有的地方很浓；此外，团
雾的大小也不一致，一般来
说，大的团雾可覆盖约五公
里，小的团雾仅有一公里。

深秋和冬季易出现团雾，
且团雾一般出现在昼夜温差较
大、无风的夜间，尤其易出现
在清晨。由于团雾与局部小气
候环境、地面粗糙度等关系密
切，郊区和乡村比城市更容易
出现团雾，比较空旷的高速公
路路段也容易出现团雾。这是
因为高速公路上白昼与夜晚的
温差比市区大，白天太阳辐
射，气温高，晚上、凌晨气温
骤降，就容易产生团雾。

团雾被称为高速路上的
“流动杀手”，并具有突发性
强、预测困难等特点，极易造

成驾驶人在行车时骤然失去视
线、应对不及时的情况，从而
导致交通事故。那么，在遇到
团雾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进入团雾区域千万
要保持冷静，在距离和车道满
足变道条件的前提下，减速驶
入最右侧车道，就近缓慢驶出
高速或进入服务区暂避。还应
注意的是，在能见度小于 200
米、大于 100 米时，时速不要
超过 60 公里；当能见度小于
100米、大于 50米时，时速不
要超过 40公里。同时，与前车
保持的距离应为正常车距的 2
至3倍。

其次，如在途中遇突发团
雾，要减速行驶，并迅速打开
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
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间歇
采取鸣笛措施向其它车辆示
警。当遇到前方事故，无法行
驶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
光灯，车上人员应迅速转移至
右侧护栏外的安全地带。

气温回升 雾霾或再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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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实验学校十岁成长仪式上一个表演节目中，孩子想用1000元买妈妈一小时的陪伴让人深思

作为父母，如何“高质量”陪伴孩子？
本报记者 李潇 通讯员 朱志国

“ 妈 妈 ， 我 存 了 1000 元
钱，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能用这
1000 元买您一个小时的陪伴
吗？”近日，在华南实验学校十
岁成长仪式上的一个表演节目
中，孩子向妈妈提的一个要求，
引发了在场家长们的深思。现如
今，一些双职工或者在外地工作
的家长，基本抽不出更多的时间
陪伴孩子，与此相反的是，一些
时间较为宽裕的家长，则会选择
亲自辅导孩子作业，甚至辞去工
作陪读，而这也渐渐成了一个普
遍现象。不过， 11 月 22 日下
午，山东济南建大花园小区发生
了一起人间惨剧，一名 24岁的
男大学生，捅死了陪读的母亲
……为何父母的陪读会引发这样
的悲剧？这样的陪读是孩子们所
需要的陪伴吗？父母又应该如何
做到高质量的陪伴呢？

工作太忙成了没时间陪
孩子的“借口”

忙于工作或在外地工作的家
长，很多时候根本没时间陪伴孩
子。“其实我心里很愧疚，单位
里工作太忙，经常加班，基本上
晚上回去的时候，孩子都已经睡
着了，而早上我又很早就出门
了，连面都见不上。”陈丽（化
名）是我市某企业的员工，因为
工作太忙，近几年来，她很少有
时间陪伴孩子，甚至连孩子的家
长会，她几乎没有参加过。孩子
的父亲也在一家企业上班，两人
都很忙，于是孩子只能由爷爷奶
奶照顾。

除了像陈丽这样的企业职工
外，很多外来务工人员也没时间
陪孩子。“说实话我们在外打工
不容易，早出晚归也是为了这个

家，没时间陪孩子，我们也很愧
疚，但真是没办法，总不能让孩
子饿肚子吧。”陈先生来自贵
州，在丹阳已经5年，为了一大
家子的开销，他每天早上6点就
出门，深夜才回家，几乎没时间
陪伴孩子。不过，让他欣慰的
是，自家的孩子懂事，成绩也不
错。

和陈先生租住在一起的还有
他的一位老乡，两人的孩子都上
五年级，为了供孩子上学，陈先
生和老乡一起做点小生意，艰难
撑起了各自的家庭。

爸妈辅导、陪读渐成普
遍现象

和没时间陪孩子的家长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现如今，很多家
长时刻督促孩子学习，并且还租
房陪读。

“不了，不了，晚上我要辅
导孩子作业呢。”近几年来，每
当有朋友约王小海吃饭聚会时，
他总会如此拒绝。辅导孩子作业
成了王小海工作以外最重要的
事，因为孩子的成绩中等偏上，
王小海担心若是有些许放松，孩
子的成绩就会下降，掉到所谓的

“差生”行列。
和王小海一样，记者在采访

中得知，现在，很多家长都成了
孩子的陪读者。

黄静（化名）是我市访仙镇
人，为了能让孩子接受好的教
育，她花了大力气让孩子到城区
某小学就读，并且还在城区找了
一份工作，在该小学附近租了
房，成了一名陪读妈妈。

黄静告诉记者，这些年，他
们夫妻俩所有的精力几乎都集中
在孩子身上，只为了把孩子培养
得更优秀。

黄静坦言，其实她原本并没
有陪读的打算，只是她认识的几
位朋友都选择了陪读，并且每天
还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孩子的学习
状态等，这让她感觉颇有压力，
所以和丈夫商量后，一咬牙，便
辞去了原先的工作，陪孩子“进
城”读书。

专门陪读的家长并不在少
数。记者从开发区某学校附近的
一家房产中介了解到，每到寒暑
假快结束时，都会有大批家长前
来租房，目的都是为了陪读。

如何高质量地陪伴孩
子？

陪读并不等同于陪伴，父母
如何高质量地陪伴孩子？记者采
访了我市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耿
振美，她告诉记者，陪伴孩子最重
要的是在童年时期。而有效的陪
伴并不只是时间上的陪伴，针对
不同年龄层次的孩子要采取不同
的陪伴方法。

“0~3岁的孩子，应该更多地
陪他们做游戏。”耿振美说，在低
龄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各项能力
都需要父母的主动引导和启发，
如果这个时候总是让孩子一个人
玩耍，家长忽视陪伴对孩子的教
育意义，不给孩子适度的刺激，就
会让孩子失去重要的早教期。此
外，可以每天给孩子讲个小故事，
从亲子共读的环节教他生活经
验、与孩子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
学龄前阶段，是孩子习惯养

成的重要时期。耿振美认为，3~
6 岁的孩子不仅需要父母的关
爱，更需要有质量的陪伴。“一些
家长下班回到家，把电视、手机、
平板电脑交给孩子，而自己做自
己的事，并没有跟孩子互动和交
流，看似跟孩子在一起，实则并没
有起到陪伴的作用。”耿振美建
议，忙碌的父母，可以轮流陪伴孩
子，并且要避免走向两个极端：一
种是对孩子众星捧月过于宠爱，
凡事包办，过于溺爱；另一种是放
养孩子，不注重孩子性格和习惯
的养成，忽视孩子的成长。对于
在职场打拼的父母来说，最重要
的是，都应该参与对孩子的教育，
例如，爸爸可以陪孩子玩游戏等，
妈妈可以给孩子讲睡前故事
等。

耿振美表示，很多小学家长
可能认为每天工作之余，陪伴孩
子的时间最重要就是陪他学习和
写作业，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陪
伴，是见证孩子成长的过程，更是
亲子关系的飞跃期。“其实现在陪
伴，最终是为了孩子不用陪伴，能
独立、自信地学习。也就是说，家
长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是要指导
孩子逐步学会怎样独立地完成学
习任务，最终使孩子获得独立学
习的能力。”耿振美说。

传递民声民意
关注百姓冷暖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用
即付报料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86983119

图为华南实验学校十岁成长仪式上，孩子们与爸爸妈妈拥抱。
记者 李潇 摄

前列腺增生作为中老年男性
特有的疾病，不仅成为多种疾病
的诱因，而且影响生活质量。市
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硕士生
导师卜强主任医师介绍，早期的
前列腺增生，医生一般主张通过
药物治疗来改善排尿症状，患者
没有必要接受手术治疗。但如果
长期药物治疗症状无改善，甚至
逐渐加重，如前列腺增生严重影
响患者的排尿功能和生活质量，
或者出现了相关的并发症：血尿、
膀胱结石、一年五六次的尿路感
染、肾积水甚至肾功能衰减，患者
就应该接受专家的建议及时选择

手术治疗。
部分前列腺增生症患者对手

术抱有本能的畏惧，或是害怕术
后产生性功能丧失、尿失禁而不
愿意手术，一再拖延手术治疗，容
易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其实，
随着医学的进步，大多数医院已
经放弃了传统的创伤较大的开放
性手术。目前采取微创手术方法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经过
尿道将增生的前列腺腺体切除，
解除因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诸多症
状。术后患者恢复快，治疗效果
不错。

链接：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是镇江市重点专科，在丹阳市及
周边地区享有较高声誉。近年
来，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新项目，
花费巨大财力引进国内外先进的
仪器设备。该科除常规开展治疗
前列腺疾病、泌尿系统结石、肾和
肾上腺及膀胱肿瘤等微创手术
外，熟练掌握泌尿系统、男性生殖
系统疾病的诊治，擅长应用电切
镜、经皮肾镜等腔内技术在微创
下诊治泌尿外科疾病。大部分已
达到了三级甲等医院水平。经尿
道前列腺及膀胱肿瘤电切术、泌
尿系统结石汽压弹道或钬激光碎
石术是我院泌尿外科开展的重点
特色项目。泌尿外科、男性科咨
询电话：86553017。专家门诊时
间：周一~周六。孙红娟

年末是生产高峰期，面对产
前产后的身材变化，一些妈妈大
受刺激，想方设法让身材尽快恢
复到产前。可怎样减肥才安全有
效呢？市人民医院产科主任颜云
华副主任医师建议宝妈试试下面
的方法。

不过早节食。产后妈妈的身
体需要一定时间的恢复，至少在
产后 6 周检查完毕后，再开始注
意热量摄入和瘦身运动。如果是
母乳喂养的话，建议至少等到产
后两个月时，再开始试着减肥。
产后太早开始节食会妨碍产后妈
妈身体的恢复，并且会感觉更疲
惫。产后妈妈需要聚集所有的能
量来适应“新生”。此外，如果是
母乳喂养，节食还会影响奶水的
供应。不过早运动。在产后 2个

月内，身体都比较虚弱，不适宜做
运动。当分娩满 2个月且身体得
到恢复后，产后妈妈们可以从强
度低的运动开始，循序渐进做一
些适宜的运动。产后 6 个月后，
可以加大运动的强度和频率。吃
饭多咀嚼。咀嚼除了有活化大脑
的效果以外，还能刺激神经中枢
产生饱腹感。吃饭时多咀嚼，即
使少吃也能有饱腹感，使摄入的
总热量不超标。另外，多咀嚼还
能有助于消化，防止便秘。不要
吃太补。生育让妈妈们耗费了

“元气”，家里人就会用各种美食
来给妈妈进补。但是，吃多了高
热量食物会让妈妈们体重增加过
快，加大减肥瘦身难度。因此，妈
妈们在产后进补还得认清食物热
量，选择低热卡食物。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产科
技术力量雄厚，年门诊量达30000
余人次。该科围产期系统管理在
市内领先，尤其是对高危妊娠的
监护及处理更是独树一帜，门诊
设有母乳喂养宣教室、咨询室，每
周一、三、四、五上午设有孕期营
养、高危妊娠等专家门诊。市人
民医院产科咨询热线 白天：
86553071 晚 上 ： 86553301
86553401。孙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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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医大夫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十人
民医院脊柱微创中心丹阳分中
心已正式运行。同济大学附十
院脊柱微创中心专家 12月 12日
将来丹阳市人民医院坐诊。今
后，每周三均有同济大学附属第

十人民医院脊柱微创中心专家
来市人民医院，在门诊部四楼专
家门诊区开设脊柱微创专科专
家门诊，开展各种颈椎、腰椎疾
病的微创治疗。欢迎广大患者
来市人民医院咨询、就诊。

同济大学附院脊柱微创
中心专家每周三来丹坐诊

前列腺增生该手术时要手术

产后这样做 恢复好身材

腰椎滑脱能保守治疗吗？
刘女士：我丈夫今年 55岁，

一直有腰疼的毛病。我就带他
去医院检查，检查出有中度腰椎
滑脱，检查的时候说要手术治
疗，但有可能会造成瘫痪。请问
这个毛病能保守治疗吗？

镇江市医学会骨科专委会
委员、丹阳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
王树金主任医师：需做腰椎动力
位片，看腰椎滑脱是否加重、腰
部疼痛是否持续、有没臀腿麻痛
的现象、行走有无困难、大小便
是否正常。保守治疗需查体后
才能决定。

链接：市人民医院骨科是镇
江市重点专科，长期与上海、苏
州、南京医院保持协作关系。开

展了断指（肢）再植、带血管的各
种皮瓣、肌皮瓣手术、四肢骨折
交锁髓内钉内固定、及外支架固
定术、骨盆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
术，颈、胸、腰椎骨折（肿瘤）前后
路减压内固定术、颈椎病及脊柱
结核前后入路手术、腰椎滑脱椎
弓根螺钉内固定植骨术、椎体成
形术、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人
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显微外科
和脊柱外科等手术在市内处于
领先水平。专家门诊时间：周一
~周六。骨科电话：86553601、
86553701。孙红娟

时间 医院 专科及项目
12月28日 南京鼓楼医院 血管外科（下午）
12月22日 南京中大医院 乳房钼钯
12月25日 省人民医院 CT、磁共振
12月22日 省肿瘤医院 乳房外科
12月29日 省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
12月29日 南京鼓楼医院 消化内科
12月29日 省人民医院 超声心动图

12月份丹阳市人民医院
外院专家专科门诊时间
市人民医院将邀请以下医院的专家来
院坐诊、会诊或手术，有需要的患者可
提前电话预约（87120120）、网站预约
（www.dys120.com)、微信平台预约。丹阳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就诊

流程：挂号（中医内科门诊）→至
医师处辨证诊疗，开具处方→缴
费→中药房熬膏→按预约时间至
中药房取膏。门诊时间：周一至
周日全天；门诊地点：门诊四楼中
医科；联系电话：86523683。

市人医开具膏方的流程
康复医学的服务对象：因疾病和损

伤而导致各种功能障碍或者残疾患者。
丹阳市人民医院康复科热线：86523102

促进功能恢复 助您回归社会

人医体检中心
规范 严谨 便捷 保密
服务热线：8690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