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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
用试点方案》，对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作出部
署，选择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
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圳、成
都、西安11个城市开展试点工作
（以下简称4+7城市）。伴随着国
家和地方层面密集推出举措促药
品降价，国内外医药企业也开始
为争取市场份额，加入调价行列，
部分药企产品降价幅度甚至超过
七成。

官方密集出招促药品降价
3月5日，国家医保局对外公

布了《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国家
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医
保配套措施的意见》，对“4+7”带
量采购试点未中选药品的医保支
付标准进行调整。依照《意见》，
非中选药品 2018 年底价格为中
选价格 2倍以上的，2019年按原
价格下调不低于 30%为支付标
准，并在2020年或2021年调整到

以中选药品价格为支付标准。非
中选药品 2018 年底价格在中选
价格和中选价格 2 倍以内 (含 2
倍)的，原则上以中选价格为支付
标准。

此外，同一通用名下未通过
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不设置过
渡期，2019年支付标准不高于中
选药品价格。

药企产品降价压力将加大
从具体城市来看，“4+7”带

量采购试点中，已有上海、天津、
北京等地的招采平台对未中选药
品做出了降价要求。虽然首批试
点只有25个药品中选，但是在业
内看来，随着医保支付标准调整，
为了顺应趋势，争夺市场份额，药
企产品降价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近期，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
也发布了关于“全面实施药品挂
网公开议价采购”等有关事项的
工作提示。依照文件，自3月7日
起，共计 819个品种在上海开始
进行全面议价。议价参考标准，
为此前相关产品的原中标价以及
十五省市采购价。

此外，广西近期也公布了最
新一批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
致的仿制药品种的议价参考价。
按照规定，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

制药在广西可以直接挂网采购，
但企业需自主填报相关品种在全
国最低 5省的入围价，并以此作
为议价参考标准。

部分抗癌药降价超70%
一方面，国家及地方层面密

集采取一系列行动。另一方面，
企业为了获取生存空间，也相继
下调药价。这其中，有些高价抗
癌药价格下调幅度超过70%。与
此同时，国产仿制药与进口原研
药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

根据早前公布的“4+7”试点
地区集中招采中选结果，25个品
种中选，中选价平均降幅达52%，
最高降幅达到 96%。中标药品
中，跨国药企阿斯利康的原研抗
癌药吉非替尼片降价 76%，企业
方面曾表示，此价格已为全球最
低。

“4+7”带量采购
引发药企降价“连锁反应”

3月5日，上海阳光医药采购
网发布《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本市部分高价协议药品价格
调整的通知》，多款“4+7”未中选
医保支付药品降低价格。

其中，制药巨头诺华的原研
抗癌药甲磺酸伊马替尼（格列卫）

降到了 7182元/盒；齐鲁制药（海
南）有限公司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吉非替尼片降至 498 元/盒。此
外，正大天晴、石药欧意集团未过
一致性评价的甲磺酸伊马替尼，
也不同程度调低了价格。

广西壮族自治区药械集中采
购网近日也公布了部分药企主动
降价的通知。

其中，北京博恩特药业有限
公司的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缓释
微球报价从 1824 元下降到了
1291.95元；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的
1.0mg注射用硼替佐米（仿制药）
原采购价 1598 元，调整后报价

1558 元，3.5mg 注射用硼替佐米
原采购价 4180 元，调整后报价
3990元，该药品是去年才上市的
国产骨髓瘤靶向药。

此外，北京双鹭药业也在广
西主动申请降低药品供货价格。
作为谈判药品仿制药，10mg规格
的来那度胺胶囊（抗肿瘤药），原
采购价为每盒 22400 元，调整后
为5350元，降幅高达76%。

外界普遍认为，近期官方的
密集表态与行动，无疑将加快推
动药品降价进程，挤出多余水分，
让药企走上提质降价的轨道，并
使患者最终受益。 （中新网）

抗癌药再来好消息！

部分药品降价有望超七成

人道·博爱·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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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医3月外院专家坐诊手术时间
在江苏省卫健委指导和

政策支持下，江苏省卒中急
救地图 3月 17日在宁正式发布。
丹阳市人民医院为丹阳市目前唯
一上榜医院。市人民医院大内科
副主任、神经内科主任潘生英主任
医师指出，卒中急救，争分夺秒。
卒中急救地图发布，致力于实现

“三个1小时”的急救时间窗，即发
病到呼救不超过1小时，院前转运
不超过1小时，入院到给药不超过
1小时。卒中急救地图，为卒中患
者院前急救择院提供精准导航，将
老百姓、120急救系统与卒中中心
三方紧密有效衔接。老百姓可以
通过地图了解本地区“一小时黄金
救治圈”内有急性脑卒中救治能力
的医院，并及时与医院和 120 沟
通；120急救系统在充分了解患者
病情后，在尊重患者及家属意见的
前提下，将患者转运到有救治条件

且有资质的医院；医院接到卒中急
救地图的预警后迅速启动绿色通
道，开展多学科的合作，进行脑卒
中急性期救治，包括静脉溶栓和急
诊取栓等。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广泛与国内著名大医院横向
联合，开展了高难度的诊治方法
及手术，其中在缺血性脑血管病
的急诊溶栓治疗、颅外段狭窄血
管的支架植入血管成形术等接近
国内先进水平。常规开展项目：
1.脑血管疾病的常规规范化治
疗：脑梗死、脑栓塞、脑出血、蛛网
膜下腔出血、静脉窦血栓、头痛、
三叉神经痛、中风后遗症、帕金
森、疱疹后遗神经痛等；2.动静脉
溶栓治疗术。适应症：急性缺血
性卒中，全年 365天无休息备班，
开通了急性脑血管病急救绿色通
道；3.脑血管造影及支架治疗

术。适应症：脑梗死、脑供血不
足、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等；4.头颈
部血管 MRA 或 CTA。适应症：
眩晕症、卒中等。专家门诊时间：
周一~周五。省人民医院神经内
科专家每月最后一周六上午。联
系电话：86553021。王岩

春季的到来，结核病进
入了活跃期。3 月 24 日是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今年
的主题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
终结结核”。市人民医院呼吸科
主任、学科带头人张腊娣主任医
师介绍，结核病是一种特殊的呼
吸道传染病，不少患者对结核病
重视程度不够，往往发病很长时
间后才发现，以致延误病情，长期
病程会对患者肺功能产生损伤，
重者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所以，
早期的诊断和治疗尤为关键。

结核病主要是通过咳嗽、打
喷嚏和随地吐痰等，把含有结核
杆菌的微沫或尘埃播散于空气中
而传播，健康人吸入后可受到结
核菌的感染而患病。张腊娣主任

介绍，结核的症状主要表现为：1、
呼吸道症状：咳嗽、咳痰、咯血、胸
痛、呼吸困难等。2、结核中毒症
状：午后低热、面颊潮红、盗汗、乏
力等。3、其他系统：食欲不振、体
重下降，女性月经失调。4、少数
患者可有结核变态反应表现：结
节性红斑、皮下结节、疱疹性结膜
炎、结核风湿症等。肺结核的临
床症状早期多不典型，病情轻的
可以毫无症状，有症状的患者表
现也不尽相同。所以，凡有咳嗽、
咳痰或咯血和痰中带血丝，发热
两周以上者，就应怀疑得了肺结
核，应到医院检查，排除肺结核的
可能性。结核偏爱年轻人和糖尿
病等老年患者，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男性一旦查出肺结核往往病

情严重，这是因为男性早期感染
肺结核时症状轻微，等到症状加
重，肺部的损伤就非常严重了。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呼吸
内科是我市重点专科，医疗技术
力量在我市及周边地区都享有盛
誉。该科除对支气管肺炎、肺炎、
胸膜炎、胸膜病变、慢性支气管
炎、肺气肿、肺心病、哮喘、支气管
扩张症并发大咯血、气胸、间质性
肺疾病、肺癌早期等疾病诊治有
丰富的临床验外，成功地抢救了
急慢性呼吸衰竭、肺内重症感染、
重症哮喘、ARDS、致命性大咯血
等危重患者，部分技术已达到三
甲医院水平。该科经过20余年的
临床医护工作经验总结，已探索
出一整套符合老年性疾病的诊治
和护理方案。专家门诊时间：周
二 ~ 周 四 。 咨 询 电 话 ：
86553013。孙红娟

春季警惕结核病高发
3月 21日是世界睡眠日，镇

江医学会常委、市人民医院耳鼻
咽喉科许杰副主任医师表示，儿
童睡眠时出现打鼾，可能对孩子
的生长发育带来一系列的影
响。打鼾严重时甚至憋气其实
就是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低通气综合征（OSAHS）的典型
症状。这个病是由于睡眠过程
中部分或全部上气道频繁阻塞，
扰乱睡眠过程中的正常通气和
睡眠结构而引起的一系列病理
生理变化。严重的会引起儿童
神经认知能力异常，会出现白天
嗜睡、记忆力和注意力下降、多
动症等一系列症状，同时会引起
儿童面颅骨发育异常，出现硬腭
高拱、牙列不齐，孩子的面容会
越长越丑，并且儿童 OSAHS 还
可能继发多种全身性疾病，如高
血压等，严重影响儿童的生长发
育。目前儿童OSAHS的发病率
在 4%至 5%，最常见的病因是腺
样体、扁桃体肥大。

孩子打鼾怎么治？许杰表
示，需要根据电子鼻咽喉镜检查
及儿童睡眠初筛仪进行分型，然
后综合治疗，一般分以下三种：1、
一般治疗：减肥，帮助孩子建立侧
卧睡觉习惯。2、内科治疗：抗炎
促排等药物改善鼻腔通气引流，
顺尔宁等抗白三烯类药物抑腺体
增生。3、手术治疗：扁桃体腺样
体肥大引起的睡眠呼吸暂停最常
见，也是手术的适应证，伴有反复
发作鼻炎、鼻窦炎、分泌性中耳炎
的患儿，应尽早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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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鼾，影响孩子发育和颜值

江苏卒中急救地图发布，99家医院上榜

市人医为本市上榜医院

3 月份，丹阳市人民医院邀
请以下医院的专家来院坐诊、会
诊或手术，电话咨询、预约服务
热线：87120120、网站预约（www.

dys120.com)、微信平台预约。
3月 23日：省肿瘤医院（乳

房外科）。3月29日（下午）：鼓
楼医院（血管外科）。3月30日：
省人医（心脏超声、神经内科）、
中大医院（乳房钼靶）。

每周三：同济大学附属第十
人民医院脊柱微创中心的专家
来院坐诊，并开展颈椎、腰椎、胸
椎各种疾病的微创治疗。

每周四：同济大学附属上海
十院耳鼻喉科专家来院坐诊、预
约手术。

每周六上午：南京军区总院
病理科专家来院会诊。

每月双周的周二下午：省人
医（CT、磁共振、乳房钼靶）专家
来院会诊。

人医体检中心
规范 严谨 便捷 保密
服务热线：86901218

专科手术总量居镇江前列专科手术总量居镇江前列

快速解除胆囊炎快速解除胆囊炎、、胆石症胆石症、、胆胆
囊息肉囊息肉、、肝囊肿病人的痛苦肝囊肿病人的痛苦

13706101936 86553801丁明金

腹腔镜治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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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医
产科

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

市人民医院伤口、造口专业
护理门诊开展造口并发症的预防
与处理。出诊的专科护士张琴慧
为丹阳首位拥有资质证书的国际
伤口治疗师。门诊时间为每周
三、五。电话：15262953650。

伤口造口门诊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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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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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带走了梅艳芳、宋汶
霏、李媛媛等多位美女明星，使得
大众尤其是女性加深了对宫颈癌
的担忧。HPV疫苗的成功研制，
给广大女性朋友带了个福音。宫
颈癌主要由感染HPV病毒引起，
接种宫颈癌疫苗可以有效预防宫
颈癌。然而，HPV疫苗不仅限于
女性，男性也可以接种。

很多人认为女性有子宫，而
男性没有子宫，哪来的宫颈癌？
其实这是不对的，男性也有可能

感 染 HPV 病 毒 ，一 旦 感 染 了
HPV，不但自己有可能患病，还
容易传染给性伴侣。美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CDC）发布通告，推
荐 11 或 12 岁男孩接种 HPV 疫
苗。

除了宫颈癌，HPV病毒还有
可能引发外阴癌、阴道癌、肛门
癌、阴茎癌、直肠癌、口咽癌、男性
生殖器尖锐湿疣等。所以宫颈癌
疫苗男性也可以接种，可以预防
尖锐湿疣等。

男性也要打宫颈癌疫苗？随着健康科普的推进，加
上非处方药的广告宣传，人们
对一些常用药品都比较熟悉，
而忙碌的门诊使医生来不及对
药品做一一解释和说明，有些

“直观”看上去不对症的药品就
很容易引起患者的怀疑。

最近，一名儿童患者，确诊
为上呼吸感染近一个月，期间
咳嗽不断，而（呼吸道）感染后
咳嗽正是引起幼儿和学龄前儿
童慢性咳嗽的常见原因，气道
变应性炎症、上皮损伤、气道高
反应及神经源性气道炎症是其
可能的发病机制，目前主要以
对症治疗为主。除了用氯雷他
定，临床上还会用到孟鲁司特，
两药联合可起到很好的协同作
用。可见，抗过敏药的重点在

“咳嗽”而非“感冒”。
临床上还有哪些第一眼好

像开错了的用药呢？

前列腺药治脱发？
临 床 上 常 见 的 保 列 治

5mg，适应症为治疗和控制良性
前列腺增生以及预防泌尿系统
事件，而相同成分但剂量为
1mg 的保法止，其适应症为治
疗男性秃发（雄激素性秃发）。
两种药品的成分均为非那雄
胺，通过抑制睾酮转化成双氢
睾酮（DHT），血清及组织中
DHT 浓度迅速下降而产生作
用，治疗脱发的剂量较小，以尽
量减少不必要的副反应。

海豹胎的药治麻风？
20世纪 50至 60年代初，致

使新生儿四肢残缺、手脚畸形
的反应停，尽人皆知，但它也不
是一无是处，沙利度胺可用于
控制瘤型麻风反应症，还有系
统性红斑狼疮，多发性骨髓瘤
等，作用机制推测有免疫抑制、
免疫调节，通过稳定溶酶体膜，
抑制中性粒细胞趋化性，产生
抗炎作用。

砒霜可以治病？
说起砒霜，很多人可能就

想起水浒里潘金莲手中的那碗
药了吧。但这砒霜用的好，还
真可以变成治病救人的好药。

国家批准的三氧化二砷
（砒霜）注射剂 2个、非注射剂 2
个、在审的非注射剂1个。注射
剂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原发性肝癌晚期。非注射
剂主要是复方三氧化二砷糊
剂，利用其强烈的原生质毒性，
使牙髓细胞坏死失活，属于五
官科药物。当然，作为毒性药
品，注射剂和非注射剂都必须
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使用。

花季少女吃避孕药？
常有年轻女孩子在妇科或

者皮肤科看完后来拿药，一看
包装，刷的脸红了，扭头就走。
毕竟包装上“口服避孕”的字样
还是很明显的，这个锅避孕药
背的有点冤。避孕药很多是激

素类药品，像达英-35，为炔雌
醇环丙孕酮，其适应症还包括
妇女雄激素依赖性疾病，例如
痤疮、妇女雄激素性脱发、轻型
多毛症、以及多囊卵巢综合征
患者的高雄性激素表现等。还
有的女孩子是月经不调，医师
会开具激素类药品重新调整其
经期。

妇科用药男性吃？
药品因其特殊性，对服用

者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儿童、成
人在临床用药或服用剂量上就
有明确的区别，但一般若无特
别规定，针对成人患者的药品，
基本是男女通吃的。而随着一
些药品广告的宣传，一些药被
人为的视为妇科或男科专用
药。比如逍遥丸，用于肝郁脾
虚所致的郁闷不舒、胸胁胀痛、
头晕目眩、食欲减退、月经不
调，但大部分人只记得调经。

逍遥丸的主要成分是柴
胡、当归、白芍、炒白术、茯苓、
炙甘草、薄荷、生姜，为调和肝
脾的常用代表方剂，具有疏肝
解郁，健脾和营，养血调经之
功。现代药理学研究也发现逍
遥丸有明显的抗抑郁抗焦虑作
用。故男性肝气郁结所致的心
情郁闷，头晕目眩，口苦咽干等
都可用逍遥丸来治疗。类似的
还有六味地黄丸、肾宝片、乌鸡
白凤丸等。

（邵燕）

感冒咳嗽吃抗过敏药？

那些被“冤枉”的用药

阿莫西林的用途广泛，除了
用于感冒发烧外，还可用在咽炎、
扁桃体发炎等方面。但市面上阿
莫西林价位参差不齐，便宜的五
元，贵的有十几甚至好几十元，不
同价格的阿莫西林有什么区别？
价格受这些因素影响

剂型 阿莫西林分为普通的
片剂、胶囊、注射剂、干糖浆等不
同剂型，受制作工艺和技术含量
影响，剂型不一样，价位也不同。

剂量 流通商品的价格通常
和重量成正比。就跟买米一样，
10斤20元，20斤自然是40元。

厂家 即便是剂量和剂型一
样，厂家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相关专家曾提出过，现在百姓吃
的所谓新药或是 90年代中期以

前研发的药。而西药专利期是
20年，过了专利期之后才可以仿
制。目前我们用的西药大部分都
是国外开发的。一般来说，进口
药要比国产的同样的药物贵。

此外，价格还受后期流通环
节和广告包装成本的影响。
贵的疗效比便宜的更好？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其治疗效果并不以价而定。我们
一定要破除一个误区，那就是贵
的药，效果一定好。其实，只有对
症的药，效果才会好。

阿莫西林是抗生素，主要针
对特定细菌起效。同样含量同样
剂型的阿莫西林，便宜的未必就
效果不好。

5元的阿莫西林比30元的更好？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你
明知道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是应该在
睡眠中度过的，然而你却睡不着。

近年来，我国失眠发病率呈明显上
升的趋势。失眠成为继头痛之后神经科
门诊的第二大疾病，严重影响着人们的
生活质量。提升大众健康睡眠的意识，
迫在眉睫。

云阳人民医院为此专门成立五官
科睡眠诊疗中心，据中心专业人士介
绍，本届世界睡眠日中国主题为“健康
睡眠，益智护脑”。睡眠障碍会影响人的
学习、记忆、情感等，导致心理疾病增
加，很多心理和精神疾病存在严重的睡
眠障碍。而且长期睡眠障碍是导致慢性
疲劳综合征、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
脑血管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想要有个优

质睡眠，良好的作息时间至关重要。然
而互联网的发展，通讯技术越来越发
达，越来越多的人离不开手机、电脑、
iPad等设备，尤其是年轻人，白天都是
低头族，晚上躺在床上也是机不离手。

云阳人民医院五官科睡眠诊疗中
心提醒，生活在快节奏社会的年轻人，
要有优质睡眠，早睡是关键！长期熬夜
刷手机，身体出现慢性生物钟紊乱，慢
慢地会发现白天疲劳、晚上入睡慢、慢
性失眠、食欲差、抑郁情绪等等都会找
上门。

五官科睡眠诊疗中心拥有国内外
尖端的仪器设备：综合治疗台、鼻内窥
镜、喉镜、耳纤维内镜，微波治疗仪，丹
麦纯音检测仪、声导抗等检查设备。可
诊治各种常见病、急症及外伤，如鼻出
血、咽喉炎、中耳炎、鼻窦炎、突发性耳

聋、咽喉异物等。并开展功能性鼻内镜
下鼻窦手术术，鼻中隔矫正术，支撑式
直达喉镜下声带息肉摘除术，低温等离
子扁桃体及腺样体摘除术，耳纤维手术
等微创手术。睡眠呼吸诊疗中心科室人
员临床经验丰富，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
和工作能力。目前科室有副主任医师1
名，主治医师1名，住院医师1名，在上
海长海医院、南京同仁医院、镇江江滨
医院、康复医院进修学习。

3.21世界睡眠日，我们一起关注睡
眠，治愈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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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门诊时间表

专家门诊时间表
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科室

心内科

骨 科

神经内科

妇产科

心内科

骨 科

心内科

妇产科

骨 科

放射科

心内科

呼吸内科

皮肤科

妇产科

骨 科

心脏超声

骨 科

儿 科

超声科

医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江大附院

常州102医院

南京儿童医院

南京妇幼保健院

专家

王昭军主任医师

巢金林主任医师

于明主任医师

贡桂华主任医师

王昭军主任医师

巢金林主任医师

王昭军主任医师

贡桂华主任医师

巢金林主任医师

赵亮副主任医师
殷瑞根副主任医师

刘培晶主任医师

张兰石主任医师

顾文涛主任医师

胡 兴主任医师
杨佩芳主任医师

巢金林主任医师

徐良洁副主任医师

巢金林主任医师

吕康泰主任医师

时间

全天

下午

上午

全天

全天

下午

全天

全天

上午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上午

全天

上午

全天

全天

专科

儿科

小儿内分泌专
科、矮小症

小儿肾病专科

中医科

消化内科

小儿哮喘专科

小儿多动症

妇产科

门诊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上午

周二下午

周四下午

周一~周六上午

周二下午周六上午

周六上午

周六上午

周一全天

周三全天

专家

方礼才副主任医师

何建军副主任医师

张志华副主任医师

王清华副主任医师

王丽琴主任医师

曾惠泽副主任医师

何建军副主任医师

王清华副主任医师

马朝斌主任中医师

蔡 楠主任医师

曾惠泽副主任医师

王丽琴主任医师

钟向英副主任医师

姚方华主任医师

联系电话

18912839206

18912839232

15052979094

18912839251

18912839238

15952956861

18912839232

18912839251

13606105270

13852961128

15952956861

18912839238

13952951270

15262969172

放下手机 睡个好觉
3.21世界睡眠日，五官科睡眠诊疗中心提醒

【擅长诊治病种】：子宫内膜异位症、子
宫脱垂、子宫肌瘤、卵巢肿瘤、不孕症、尿
失禁、宫颈疾病、性病及妇科恶性肿瘤等。

【熟练开展病种】：腹腔镜下附件手术
及子宫切除术、阴式子宫切除术及阴道
缩紧术、宫颈 leep刀手术、无痛人流手术、

复杂剖宫产术，如疤痕子宫等。
专科始终抱持“一切为了病人”的宗

旨，竭力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就医氛
围，竭诚为丹阳女性朋友服务。

妇产科：病房大楼四楼三病区
专科电话：86950191

云医中医科现有主任中医师一
名，主治医生一名，住院医师数名。
根据科室特点，开展各种慢性疾病的
中医防治和服务项目，特别在慢性胃
病、肠病、急慢性肝炎肝硬化、慢
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冠心
病、脑血管病、糖尿病等老年慢病、
各种肿瘤的中医康复治疗上，取得了

独特的疗效。另外还开展儿科小儿哮
喘、过敏性紫癜、功能性腹泻、妇科
月经不调及不孕不育、男科前列腺疾
病及性功能障碍、针灸理疗治疗各种
痛症、面瘫、中风后遗症等；中医

“治未病”，膏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及
体虚者(亚健康状态)等中医项目。

联系电话：13606105270

中医科：中医康复治疗疗效独特

妇科：竭诚服务女性

3月23日（本周六），我市儿童医院
特邀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专家刘峰主
任来院坐诊，欢迎大家前来问诊咨询。

【专家简介】 刘峰，南京医科大
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
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华医学
会儿科学分会转化医学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儿科呼吸学组青年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内镜医师分会儿科呼吸
内镜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江苏省医
疗损害鉴定专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一项，南京市杰出青年基金一
项。南京市卫生青年人才，江苏省青
年医学人才。拥有科技发明专利3项。
获省科技进步奖、南京市科技进步
奖、省医学科技奖多项。

咨询电话：86586204

儿科医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