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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果蔬汁成为
炙手可热的养生饮品，并被冠以

“健康饮品”“减肥利器”等称号。
有人用它减肥，有人用它美容，还
有人用它排毒、防癌。它真有如
此神奇的功效吗？

喝果蔬汁渐成时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6年，我国规模以上饮料生
产企业资产总计 4839.29亿元，
其中果蔬汁类饮料资产累计增
长最多，为 10.07%，成为饮料行
业的“潜力股”。不仅在中国，
喝果蔬汁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时
尚，受到不少名人、政要以及普
通百姓的追捧。

不仅果蔬汁饮料占据大量
市场份额，市面上的鲜榨果汁
店也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
很多人还特地购买了榨汁机，
在家里榨汁喝。

现榨果汁并非完美
有专家表示，多吃果蔬确

实有益身体健康，但单靠喝果
蔬汁无法满足人体对营养素的
需求，而且长期作为日常饮食，
还可能存在隐患，诱发疾病。

从营养角度看，果蔬中含
有膳食纤维，食用后可以给大

脑发出“饱”的信号，让人觉得
不再饥饿。相比之下，榨汁过
程中，果蔬中的膳食纤维、果胶
被破坏，饮用后饱腹感大大降
低，而且果蔬汁中的糖含量更
多。另外，果蔬中不少营养素、
抗氧化物质对氧气比较敏感，
榨汁过程中会被破坏、释放、氧
化，而且一些有益成分在榨汁
过程中因不能及时溶出，随果
渣丢弃。因此，果蔬汁不能完
全替代每日水果、蔬菜的摄入，
只是平衡膳食的组成部分。

现榨果汁讲究多
无论在外购买还是在家榨

果蔬汁，都应保证所选原料新
鲜，无腐烂、霉变、虫蛀、破损
等。制作现榨果蔬汁的水应使

用瓶（桶）装饮用水，以及符合
相关规定的净水设备处理过的
水或煮沸后冷却的生活饮用
水。由于现榨果蔬汁无灭菌环
节，要确保在加工前，将原料充
分清洗，使用的器具彻底清洗
并做消毒处理，确保操作人员
健康和卫生状况，尽可能降低
微生物污染风险。如果在外想
喝现榨果汁，发现制作现场卫
生条件差，水果不新鲜，榨出来
的果汁有异味，就不要喝了。

专家提醒，现在很多孩子
肥胖的问题就出在“喝”上，他
们不爱吃果蔬，家长就给孩子
榨汁喝，结果适得其反，越喝越
胖。除非临床治疗需要，否则
不应给未满 1岁的婴儿饮食中
添加果汁。 （张冕）

营养遭破坏、糖分摄入多

果蔬榨汁不如直接生吃

本报讯（记者 溢真）为庆祝
第二届中国医师节，推进健康丹
阳建设，市卫健委与丹阳日报社
联合举办“感动‘医’瞬间”随手拍
有奖征集活动。截至目前，活动
已收到市民投稿作品多幅，市民
支持参与热度也在不断攀升。

广大市民，手指点点，就是贡
献，记录身边的健康丹阳建设，参
与到“感动‘医’瞬间”征集活动中
来，见证医者仁心，传播正能量，

还有大奖拿，快快行动起来吧！
投稿方式一：手机上传，关注

“健康丹阳微信公众号”，回复“随
手拍”，获得表单链接，进入表单，
填写信息并上传图片（1~3M 大
小）。投稿方式二：将作品按要求
发送至 s527394117@163.com，邮
件标题请注明“随手拍”征集，来
稿请附作者真实姓名、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截止日期：2019年 8
月20日。

“感动‘医’瞬间”随手拍有奖活动
火热进行中

超七成人群存在眼底异常
《中国体检人群眼底健康蓝皮书》发布

近日，爱康集团联合 Airdoc
及国家科技信息资源综合利用与
公共服务中心眼科大数据联合实
验室发布了第一个基于人工智能
的《中国体检人群眼底健康蓝皮
书》。

数据显示，2018 年 9 月至
2019年 6月，在 215,289个样本人
群中，眼底异常的检出人数为
159,767 人 ，异 常 检 出 率 高 达
74.2%。从性别来看，男性标化异

常检出率为 75.7%，略高于女性
的 72.7%。从年龄来看，40 岁以
上人群尤其明显增高，60岁及以
上的年龄段眼底异常检出率最
高，达到 97.2%，所以对于中老年
人来说，要格外关注自己的眼底
健康状况。但年轻人也不可掉以
轻心，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等电
子产品，导致用眼过度，各类眼底
疾病呈现年轻化趋势，推荐定期
进行眼底疾病风险筛查。（新华）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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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7日：鼓楼医院（呼吸
科、产科）。

8月24日：省肿瘤医院（乳房
外科）。

8月30日下午：鼓楼医院（血
管外科）。

8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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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六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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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医大夫

市人医8月外院专家门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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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

广告

14 岁少年亮亮（化名）
不幸患上了“鸡胸”，给其健
康成长带来诸多困扰。市人
民医院胸心外科团队在接诊
后，开创我市首例胸廓畸形
矫正手术，成功令亮亮康复。

“手术成功后，不仅解除
了亮亮的胸痛、胸闷症状，还极大
地提高了他的生活质量。”人民医
院胸心外科主任戎国祥说，所谓

“鸡胸”是指胸骨向前隆起畸形，
状如鸡、鸽子之胸脯。病症可由
先天或后天因素导致，也可由遗
传、营养不良等原因引起。鸡胸
严重者，可造成脊柱侧凸、心血管
及呼吸系统损害。亮亮发现身患
鸡胸已有一年时间，这一病症使
其身心都受到巨大伤害。7月 23

日，亮亮在家人陪同下，到市人民
医院胸外科就诊。经过一系列检
查，显示其剑突两侧肋软骨局部
向前膨隆，需进行手术治疗。

经过详细的术前论证，戎国
祥决定采用鸡胸矫正钢板置入
术。令人欣慰的是，手术取得了
立竿见影的效果。并且，因手术
创口小、恢复快，术后 6小时亮亮
即可下床活动。目前，亮亮已康
复出院，即将以崭新的风貌进入
新学期。戎国祥表示，胸壁畸形
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胸廓发育，还
会使他们产生自卑感。更严重的
是，成年后还会影响社交，不利于
身心健康，严重的甚至会影响脊
柱及心脏的发育。所以，他提醒
家长们应该注意早发现、早治疗，

让孩子早康复。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胸心

外科周一、二、五全天设有专家门
诊，周三、周四、周六上午设有专
科门诊，每年门急诊量 2000余人
次，诊治的病种包括气管及肺良、
恶性肿瘤；食管癌及食管其它疾
病；纵隔肿瘤；胸部外伤；胸壁及
胸膜疾病；支气管扩张；脓胸、肺
大泡、肺脓疡、肺囊肿、肺结核；肺
气肿、自发性气胸；膈肌疾病，动
脉导管未闭；手汗症等。已开展
的手术包括：气管手术、肺手术、
食管手术、膈肌及纵隔疾病手术、
胸壁及胸膜腔疾病手术、胸腔镜
手术、心脏手术以及肺癌和食管
癌的规范化治疗，胸外科疾病的
微创手术等。市人民医院胸心外
科学科带头人、科主任戎国祥副
主任医师。联系电话：86553422，
13815152811。孙红娟

手术矫正“鸡胸”少年患者康复

智齿是一个很常见的
口腔问题，从医学的观点
看，由于人类食物日益精
细，而使用牙齿的磨耗日益
减少及咀嚼刺激降低等原

因，智齿是人类进化中退变的必
然。一旦出现智齿，就需要及时
拔除，避免其对口腔造成危害。
对于智齿的拔除一般分为两种情
况，一是治疗性拔除，一是预防性
拔除。智齿拔除后出现疼痛是无
法避免的，尤其是当天智齿拔除
麻药过后会有点疼痛，一般是一
天左右就好了。而有些人，对于
痛感比较敏感，拔牙后，会有较长
一段时间疼痛，一般 2-3天疼痛
会消失。

有智齿的朋友，可能比较担
心，拔完智齿后，出现剧烈疼痛怎
么办？如何做才可以减少疼痛？
江苏省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专委
会委员、江苏省美容牙科主诊医
师、丹阳市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

吴伟忠副主任医师认为，拔除智
齿后，如果能够做到以下这些，其
实很快就会好了。一、注意做好
止血工作，拔牙后需咬住棉球
30-40 分钟后才能吐出，咬住纱
布时，若有口水请正常咽下；一般
没有血液病的病人，在安静状态
下咬紧纱球半小时就可以止血。
二、拔牙当天不要洗热水澡，避免
导致血凝块破坏引起出血。三、
拔牙当天食物不宜过热，避免吃
过硬、辛辣等刺激性食物，并避免
用拔牙侧咀嚼，不要频繁舔伤口，
更勿反复吸吮、吐唾。四、拔牙后
当天不刷牙、不漱口。五、按时服
用抗菌药，拔牙之后有可能会出
现炎症，可以服用抗菌药物，例如
头孢类用药，既能消灭有氧菌，又
能抑制厌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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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多次深造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

属口腔医院、苏州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人民医院、上海第九人民
医院等国内著名医院。配置了
12 台进口高档多功能综合治疗
机及烤瓷炉、数字化口腔全景机、
数字化牙片机、牙周高频电刀、根
管测量仪、根管马达、种植机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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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智齿如何减少疼痛？

王读者：发现自己腋下有汗
臭味，请问是所谓的狐臭吗？有
什么办法可以去除？

市人民医院烧伤整形外科
主任王延明主任医师：建议您到
医院门诊就诊，让医生判断是否
患有狐臭，如果确诊，可以手术
治疗，也可以局部注射A型肉毒
毒素治疗。

链接：整形外科是我院特色
专科之一，在全市及我市周边地
区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自 1992
年在我市率先开设以来，已成功
地为一万余名患者、爱美人士进
行了整形美容手术。拥有目前
国内外最先进的整形美容手术

器械包及显微外科精细器械等，
综合实力在江苏省处于领先水
平。整形美容外科服务项目主
要有：五官整形、先天畸形、体表
肿瘤、乳房整形、生殖器整形、创
伤修复、形体雕塑、各种美容手
术、微创腋臭清除术等。烧伤整
形外科学科带头人王延明是江
苏省美容外科主诊医师，中国整
形外科协会瘢痕医学分会全国
委员，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学会
烧伤、整形、美容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整形美容外科专家
门诊：周三全天，4楼专家会诊中
心 ， 电 话 ： 86553017
13506100970。孙红娟

冯先生：最近几年来大便一
直有点不正常，每周总有一两天
是稀的，次数基本上是一天一
次。今年发现有时大便会带出一
些像果冻状的物质，请问这个是
不是患上肠炎了？

市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镇
江市医学重点人才胡江鸿主任医
师：根据读者的症状描述，由于患
者病程较长，建议肠镜检查，明确
一下是否有慢性肠炎，是否有肠

息肉，根据检查结果决定后续的
处理和治疗。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是镇江市重点学科。技术力
量雄厚，内镜中心诊断和治疗在
镇江市达先进水平，列全省县市
级医院前茅。专家专科门诊时
间：每周一~周六。全年全天有消
化内科专科门诊（门诊二楼）消化
内科电话：病区：0511-86558783
内镜中心：0511-86553086。

腋下有汗臭味是狐臭吗？

大便会果冻状是不是肠炎？

人医体检中心
规范 严谨 便捷 保密
服务热线：869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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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岁的豆豆一直是个乖巧的
孩子，不爱哭闹也从不挑食，让豆
豆妈妈省了不少心。但是，作为

“别人家孩子”的豆豆却唯独对一
件事情十分抵触，那就是吃药。
见到妈妈拿药过来，一改平时乖
巧的样子，又哭又闹，甚至把药撒
得到处都是。豆豆妈妈现在最害
怕的就是豆豆生病，喂一次药足
够她“头疼”一天。

相信一定有很多宝爸宝妈，
因给孩子喂药而苦闷发愁。那么
如何才能让孩子配合吃药呢？

活菌制剂放奶里
用牛奶服用一些治疗腹泻的

药物，可以大大提高儿童的顺应
性。

家里有小孩的家长都知道孩
子一旦腹泻，就可以用妈咪爱，殊
不知妈咪爱其实是可以用温牛奶
冲服的。妈咪爱的通用名是枯草
杆菌二联活菌颗粒，同类的还有
一些治疗与肠道菌群失调相关的
腹泻、便秘、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微
生态制剂药物，如双歧杆菌四联
活菌片，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
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囊等。这些
药品都是可以用牛奶服用的。

对于儿童或者吞咽困难者，
服用时还可以打开胶囊，将药粉
加入到少量温热的牛奶中混合后
服用。

切记：用牛奶服药时，温度不
适宜过高，40摄氏度以下为宜。

适宜药品可加糖
小朋友抗拒吃药的原因，主

要还是因为药太苦或气味不佳。
如果明确小朋友没有糖尿病

的情况下，可以将一些颗粒剂溶
于热水加一点冰糖给孩子服用。
如小儿豉翘颗粒、小儿感冒清热
颗粒、鱼腥草颗粒等。

如果实在受不了苦味，可以
选择用糖水漱口的方法来缓解口
中之苦。

中药汤剂内服因吸收快，加
减运用灵活，疗效显著而最为常
用，但大部分家长都会认为中药
味太苦，不容易喂服而难以接
受。其实可以在煎汤药的时候加
一些甜叶菊，它是一种天然低热
量的高倍甜味剂，其甜度可达到
蔗糖的 200~300 倍，甜菊糖苷安
全性已经得到验证, 并对血糖没
有影响。

善于利用小工具
目前协助宝宝吃药的小工具

有很多，包括：药匙、滴管、喂药器
等，都是给孩子喂药时的好帮
手。不建议直接给孩子使用奶瓶
喂药，以防孩子抗拒用奶瓶喝
奶。偶尔可以不定时更换喂药的
工具，增加乐趣与新鲜感，有助于
顺利服药。

切记：小工具只能一次喂一
种药品，以防污染。

剂型选择很重要
儿童用药，应先选择适宜的

剂型，更容易让孩子接受。例如
糖浆、果味型片剂、颗粒剂、滴剂、
口服液等。

给孩子吃药时，千万不要硬
灌，极易造成呛咳、呕吐，孩子也
会越来越不爱吃药。

要哄他吃，用奖励和夸奖的
方法，耐心劝导，使他们理解服药
与疾病的关系，争取早日让孩子
自己主动服药。（冯雪梅）

孩子“安心”吃药有妙招

抗生素对于我们来说并不
陌生，不少人出现发热、腹泻就
去输液，一上来就用高级抗生
素，刚用药后不见效就立即换
一种。然而，这种做法并不可
取，对于抗生素，很多人也存在
着几个认知误区。
误区一
避免耐药性，服药见好就收

擅自停药是造成抗生素耐
药的重要隐患。应用抗生素，
先要明确患者有病原菌感染，
并且治疗必须足量、足疗程。

对于没有基础疾病（糖尿
病、肿瘤等）、身体健康的年轻
人，在治疗发热时，可在体温等
状况恢复后 48~72 小时停药；
但对有基础疾病及老年患者则
需要适当延长用药时间，不可
随意停药，以免治疗不彻底造
成急性感染转变成慢性感染，
并且容易导致细菌产生耐药
性，使感染反复发作、迁延不
愈。
误区二
服药无效，马上更换抗生素

不少人认为感冒咳嗽发热
就是细菌感染，就得用抗生素，
服用抗生素几天后还是有咳嗽
低热，没有药到病除，就认为选
用的这种抗生素无效或者体内
的细菌已经耐药了。

其实，抗生素起效需要一

定的时间，临床上对于治疗无
效的肺炎判定时间界定为 72
小时。比如咳嗽，即使是细菌
感染引起的，在使用抗生素杀
灭了致病细菌后，通常仍然不
能马上停止咳嗽，这是因为长
期咳嗽会导致呼吸道上皮细胞
损伤、气道反应性增高等，修复
需要一定的时间。频繁更换抗
生素杀死的都是对选用的抗生
素敏感的细菌，不太敏感的细
菌反而会被保留下来，结果更
易导致耐药。
误区三
耐药后，再也不用这种药

细菌的耐药基因不仅可遗
传给后代，还可传播给其他种
类的细菌。研究发现，细菌还
可以“回复突变”，即一种抗菌
药物，例如青霉素，在某一区域
内应用一段时间后，一些细菌
针对青霉素发生了耐药，这时
如果换用另外一类抗菌药物，
例如环丙沙星，则对青霉素耐
药的细菌可以被环丙沙星杀
死，细菌对青霉素的耐药性也
不能再传递下去，甚至可以逐
渐消退。循环使用抗菌药物，
是针对一个区域遏制细菌耐药
的有效方法。对我们每一个患
者来说，需要记住的是：每一次
用药，都要足量、足疗程地服用
抗菌药物，彻底消灭病原菌。

抗生素的这些认知误区，你了解吗？

——关爱儿童健康，托起明天太阳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丹阳分院
丹 阳 市 儿 童 医 院

广
告

专科门诊时间表

专家门诊时间表

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
到云阳人民医院口腔科，利用假期，为
孩子进行牙齿矫正。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
牙齿不好不仅会影响咀嚼、发音、面
型、关节、呼吸，甚至会影响颈椎和肌
肉，影响生长发育。“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行动”第二阶段行动“三减三健”中，
其中一健就是健康口腔。

“小朋友一定要等到牙齿全部换
完了才能矫牙？”“箍牙只求牙齿整齐
好看？”“除了钢牙套，有没有其他选
择？”……对于这些常见问题，云阳人
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徐茅指出，矫牙不
仅仅为了让牙齿变整齐，也是为了避
免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拥有一副整
齐的牙齿不光是美观的需要，更是全
身健康的需求。

有很多家长对矫牙心存顾虑，无
非是觉得戴一口“钢牙”，严重影响孩
子的形象，甚至会让孩子被调皮的同
龄人笑话，影响自信心。其实，大家所
说的“钢牙”指的是传统的固定唇侧矫

正，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技术也在进
步。云阳人民医院口腔科在市内率先
开展牙颌畸形的矫正治疗，引进陶瓷
矫治、自锁矫治及支抗钉矫治技术。

云阳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徐茅提
醒，一般来说，整个矫牙大概需要 2年
左右的时间，要积极配合医生定期复
诊。要注意口腔卫生，学习正确使用
牙线、牙缝刷、冲牙器等护牙工具，才
能拥有一口健康的好牙。

戴牙箍期间饮食也要多加注意。
一般来说，尽量避免吃太黏软或者太
硬的食物，例如口香糖、年糕或坚果。
一旦牙套脱落，要及时联系主治医生
进行复诊。这是因为，正畸装置让每
颗牙齿受力较为均衡，一旦托槽掉落
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会影响整个正畸
治疗进程。

口腔科祝您笑口常开
云阳人民医院口腔科，是集口腔

医疗、科研、教学、口腔预防保健为一
体的现代化口腔诊疗中心。中心分口
腔治疗室、口腔修复科、口腔正畸科、

口腔正畸室等。拥有 18名医护人员，
其中中、高级职称 13 名。拥有芬兰
oc200d 数字式口腔全景机（带头颅定
位）、法国安多健种植机等国际先进口
腔设备。

开展先进修复技术含：全瓷、贵金属
烤瓷牙、精密附着体、套桶冠、种植牙等。

其他开展项目有：囊肿摘除术、腮
腺混合瘤摘除术、颌骨骨折固定术、超
声根管治疗术等。在市内率先开展牙
颌畸形的矫正治疗，引进陶瓷矫治、自
锁矫治及支抗钉矫治技术，其正畸科
医生得到省口腔医院著名口腔医学专
家亲自带教。

口腔科：种植修复 精准高效
口腔科引进了意大利NewTom口

腔CT、瑞士法国种植系统，做到更精
准种牙。相对于传统假牙种植牙更加
美观、舒适、牢固而且不需要磨牙。

地址：门诊部四楼
健康热线：8652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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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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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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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昭君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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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宝定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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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全天
上午
全天
上午

隔周六
全天

专科

儿科

小儿内分泌专
科、矮小症

小儿肾病专科
小儿哮喘专科
小儿多动症
中医科

消化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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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上午
周六上午

周一~周六上午
周二下午周六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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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建军主任医师

王清华副主任医师
曾惠泽副主任医师
王丽琴主任医师

马朝斌主任中医师
蔡 楠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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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52956861
18912839238
13606105270
13852961128
13952951270
15262969172

矫牙不仅仅为了让牙齿变整齐

云阳人民医院皮肤科集皮
肤病检查、治疗为一体，包括皮
肤病治疗和激光美容治疗两部
分。采用中西医结合及最新国
际通用高新仪器，已为成千上万
皮肤顽固疾病患者解决病症。

该科基础设备完善、治疗经
验丰富、操作熟练、诊疗规范，现
已开设皮肤病疑难杂症门诊。
对顽固性皮肤病如皮肤瘙痒、婴
儿湿疹、银屑病、鱼鳞病、各种
癣、疣等，以及青春痘、黄褐斑、
疤痕等均有较好的解决方案。

皮肤科
华南新村伊甸园路1号 8658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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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是衡量体质健康最重要指标之一，
身高从侧面客观反映了国家的人口文化素
质、生存环境和综合国力。目前，全国4-15岁
的矮身材儿童总数约为700万，除了这些有待
治疗的矮小儿童，还有 3900万个普通家庭对
孩子的身高不满意，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让孩
子达到理想身高。因此，对青少年儿童生长
发育健康的监测干预就尤为重要。对于3~12
岁身高落后的小朋友，我院通过开展主题科
普活动，全社会共同努力，让孩子的身高“拔
一拔”。

活动时间
8月16日上午8：30~11：30

活动地点
丹阳市儿童医院门诊三楼儿保科门诊
活动专家
陈云健副主任医师
活动流程
挂儿科号到儿保科诊

室就诊
活动福利
免费身高、体重测量，对有需要的小朋友

免费提供骨龄片（10个名额）及解读骨龄片，
青春期发育评估，与家长零距离沟通。

活动报名（扫二维码报名）

“8.18中国儿童长高日”活动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