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痔疮是个“淘气鬼”，因为
它会让你大号有血——大便出
血；总感觉屁屁里面有东西——
肛门异物感；脱出肛门跟你打招
呼——痔疮脱出；呼叫“一家老
小”包围你的菊花——环状混合
痔……

对于坐班族来说，一天往往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结果，说好
的坐享幸福没坐出来，痔疮却不
请自来。哪些人是易患痔疮人群
呢？

中医院肛肠科主任陈翔说，
易患痔疮人群包括缺少锻炼的
人，爱吃辛辣刺激的人，大便时

久蹲、抽烟、用力过猛的人，对
身体出现的症状不重视的人，缺
少锻炼的人等。不过，痔疮也是
有它害怕的东西。

痔疮怕你如厕不久蹲，速战
速决。“你怎么还不出来啊？蹲
了半个小时了！”“等等，等我把
这条微信看完……”很多人都会
在大号时带上手机，趁着这段时
间“批阅奏章”。不过，久蹲腹
压升高，容易导致血液回流受阻
而淤积，形成痔疮。所以当你某
天大号时不再久蹲、几分钟搞定
完事，痔疮它就慌了，就好像被
人拿走了安乐窝一样。

痔疮怕你一改不良习惯，清
淡养生。火锅、熬夜、不喝水，
不良生活正是痔疮认可的优质食
粮。可你开始枸杞泡茶讲养生，
清淡饮食求健康，痔疮就怕得不
行了，好比被人断了粮。

痔疮怕你开始运动，“提
肛”锻炼。体育运动不仅能锻炼
身体，还能促进血液良性循环。
除做操、打拳之类全身性的体育
锻炼外，还需加强局部的功能锻
炼——肛门收缩运动，又称“提
肛”。收缩、放松肛门，一收一
放，每次五十下，约三分钟，每
日一到二次。

痔疮最怕你决定到医院检查
治疗。肛肠医生就好比“菊花守
护者”，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检查
你是否患有痔疮，并且制定相对
应的治疗方案。当你选择尽快就
医，等于要将痔疮“杀痔灭
口”，没有一颗痔疮会不怕这个
的。

中医院肛肠科特别提示，在
我国，肛肠病的发病率为 80%~
95%。如果出现便血、排便困
难、瘙痒、疼痛等类似“痔疮”
的症状，不能盲目硬扛或是服药
敷衍，越早就诊越有利于病情的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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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十人九痔，痔疮是肛肠科最常见的疾病，发病率高，很多朋友饱受其困扰。哪些人是痔疮的易
发人群？又如何预防痔疮呢？

改掉坏毛病，远离肛肠病

绝大部分痔疮是不用手术
的，通过保守治疗是可以缓解
的，只要你保持健康的生活作息
习惯，痔疮可以得到控制。然
而，有一些人，痔疮非常严重，
经过保守治疗之后，效果并不
好，对于这类患者来说，如果不
做手术，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大出血或者贫血；剧烈的疼痛；
痔疮反复脱出等等。

中医院肛肠科主任陈翔认
为，如果痔疮出现以上的情况，

那么，不是后悔做手术，而是
后悔没有早做手术。大部分人
做完手术时候，都可以远离痔
疮，从此不再便血、肛门周围
不再瘙痒、疼痛、内痔不再脱
出，不再嵌顿。所以，严重的
痔疮，应该选择手术治疗，选
择正规医院。

成立于1980年1月的市中医
院肛肠科，是我市知名的专业
治疗肛肠疾病的特色专科，镇
江市重点专科。现有副主任医
师 3名，主治中医师 3名，住院
中医师 3名（其中研究生 3名），
技术力量雄厚，集医疗、教学、
科研于一体，在继承和发展中医
传统治疗肛肠病的基础上，结合
现代医学的新技术、新理论、新
方法，开展肛肠病领域的各种先
进技术和治疗方法，发挥中西医
结合诊治肛肠疾病的特色优势，
给广大肛肠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肛肠科承担的“肛复康洗剂防治
混合痔术后并发症的疗效观察”
课题完成结题。作为“菊花保卫
者”，该科积极引进和运用吻合

器痔上黏膜环切术，出院人数增
长幅度较大。

科室技术力量雄厚，拥有各
种治疗设备如药物熏蒸治疗机、
生物电反馈刺激仪、全自动结肠
水疗机、红光照射治疗机等数
台。采用国内最先进的无疼痛手
术治疗方法，主治内痔、外痔、
混合痔，血栓性外痔、大便带
血、肛裂、肛周脓肿、肛瘘、直
肠息肉、肛乳头肥大、直肠脱
垂、肛门狭窄、便秘、肛门湿
疹、肛门瘙痒症等，痛苦小，疗
效好，治愈率达99%以上。吻合
器痔上粘膜环切吻合术（PPH）
效果明显，具有手术简便、出血
量少，疼痛轻，恢复快四大优
点，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
评。

目前，肛肠科设有便秘专病
和结肠炎病两个专病门诊，肛肠
科治疗的疾病有痔、肛裂、肛
瘘、肛周脓肿、直肠前突、直肠
息肉、直肠腺瘤、直肠脱垂、便
秘、大肠炎性疾病、肛周皮肤病
等60余种。

丁义江全国名中医工作室丹
阳市中医院工作站在我市已挂牌
2年。作为镇江市重点专科的丹
阳市中医院肛肠科掀开新篇章。
去年，中医院肛肠科设立的丁义
江全国名中医工作站成功通过建
设项目年度考核验收，技术能力
得到增强，能够独立完成多种肛
肠科手术。

丁氏痔科源远流长，历经十

代人传承，至今已有三百余年历
史。2014年，丁氏痔科医术成为
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之一。丁义江年逾古稀，便是
丁氏痔科第九代传人。每个月前
来我市中医院门诊四楼丁义江传
承工作室就诊。

丁义江教授在治疗肛肠疾病
方面强调辨证与辨病结合的整体
观念，运用多专业一体化模式治

疗疾病；其中中医药物疗法；枯痔
疗法、肛瘘挂线技术、中医结扎疗
法、中药灌（滴）注技术等系列特
色；根据丁氏痔科验方研制改良
的痔血合剂、清燥合剂、抗炎合
剂、利尿合剂；清凉膏、消炎膏、生
肌散、青黛散、消肿洗剂、止痒洗
剂等内服外用专科制剂沿用至
今，提高了疗效和患者的生活质
量。

肛肠疾病中医特色治疗明
显，如肛瘘一般由原发性内
口、瘘管和继发性外口三部分
组成，亦有仅具内口或者外口
者。肛瘘的内治法就是通过药
物的治疗使炎症消退，溃孔闭
塞。单靠内治法，愈后易复
发，多用于体虚者。中医院肛
肠科中医肛瘘的外治法包括熏
洗、敷药、挂线、手术等，其
中挂线疗法为治疗肛瘘最为常
用之法。

肛裂肛裂中医称钩肠痔、
脉痔或裂痔。中医院中医治疗

肛裂以解除括约肌痉挛、止
痛、软化大便，终结恶性循
环，促使创面愈合，解除伴随
并发症为原则。因人而异，灵
活施治。

丹阳市中医院肛肠继承人
简介：

陈翔，副主任中医师，镇
江市肛肠专业委员会委员，肛
肠科主任。擅长肛肠科常见疾
病及疑难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熟练开展肛肠科多种手术及微
创手术，中医中药治疗便秘、

肠炎、肠易激综合征等疾病。
戴小桃，男，主治中医

师，硕士研究生，曾在江苏省
中医院、南京市中医院进修，
擅长混合痔、肛裂、肛瘘等肛
肠科常见疾病的手术治疗，运
用中医药治疗便秘及肠道炎症
疾病取得良好效果。

吴咏莉，女，主治中医
师，硕士研究生，在南京市中
医院进修。擅长肛肠科常见疾
病的诊断及治疗，中药调理便
秘，取得良好效果。

眭思维

颜氏内科流派起源于江苏
孟河医派，是海派中医内科主要
学派之一，至今已有近百年历
史。作为孔子首徒颜回的后裔，
颜氏家族世泽流长。创始人颜
亦鲁，丹阳人，师从江南孟河名
医马培之学生贺季衡，在丹阳行
医六十余载，仁心仁术，以医名
于世，医治了大量患者。颜氏内
科丹阳基地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在丹阳市中医院成立。今年
7 月 10 日，颜氏内科丹阳基地
（丹阳市中医院）正式开诊。

坐诊专家简介：
颜乾珍 颜氏内科第三代传

人，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从
小生活在祖父颜亦鲁身边，幼承
庭训，得到祖父颜亦鲁及父亲颜
德馨脾胃学说及气血辨证的真
传。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擅
长治疗脾胃病、不寐、肿瘤、月经
不调等内科疾病。

来院坐诊时间：每月第一周
的周五上午（7月10日上午）

王昀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
民医院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
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中华中医
药学会老年病分会委员，中华中
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委员，中华
中医药学会血栓病分会委员，上
海中医药学会内科病分会委员，
上海中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委
员。擅长中医治疗心脑血管疾
病；口腔黏膜溃疡、慢性胃炎、亚
健康状态、虚症等。

来院坐诊时间：每月最后一
周的周一上午（7月27日上午）

友情提醒：
1.有意就诊患者请通过中

医院微信 APP或到服务台预
约。

2.每位专家限号25号。

专科名称

脑病科

肺病科

肛肠科

肿瘤科

内科

专家姓名

李继民

韦国祯

丁义江

罗毅

霍介格

胡灿红

颜乾珍

王昀

坐诊时间

7月4、18日周六上
午

每周六上午

7月6日周一下午

7月3日周五上午

7月10日周五上午

7月17日周五上午

7月10日周五上午

7月27日周一上午

坐诊地点

门诊二楼脑病科

门诊二楼肺病科

门诊三楼丁义江
传承工作室

门诊三楼徐荷芬
传承工作室

门诊三楼颜乾麟
工作室

7月份外请专家坐诊时间表

痔疮到底该不该做手术？

丁义江全国名中医工作站通过年度考核验收

中医院肛肠科技术能力不断增强

肛肠疾病中医特色治疗

颜氏内科丹阳基地7月
10日正式开诊啦!

王昀

颜乾珍

服务台咨询电话：8605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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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永东 裕隆
溢真）6月15日，学习强国平台发
布了《孟河医派传人“二颜”》，此
消息一经推送，得到我市网友的
关注，纷纷转发点赞。为让读者进
一步了解内容，现将其进行刊登。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
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
钥匙。我市中医底蕴丰厚，学术源
远流长，名医辈出。2009年，我国
第一次评选出的 30位国医大师，
均为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名医
名家。首届中医“天团”中，丹阳籍
就占2席。颜正华和颜德馨，孟河
医派传人“二颜”，原本都是 1920
年出生于我市的小郎中，后二人
在京沪杏林争奇斗艳，成为传奇。

世纪老人颜正华逆袭而成大
学终身教授，留下多个“第一”，年
届百岁，今仍健在。颜德馨出身中
医世家，创立调气活血的“衡法”
治则，颜氏内科自成一家，又形成
特色鲜明的海派中医，享年 97
岁。

颜正华：留下多个“第
一”，是仅存的孟河医派首
届国医大师

颜正华，北京中医药大学主
任医师、教授。他14岁步入岐黄，

拜名医，背经典，成为孟河医派第
四代传人。20 岁悬壶应诊，27 岁
中县中医状元，后在南京中医学
院、北京中医学院先后任教。他行
医近 80载，从教 60余年，培养了
数以万计的中医药高等人才，为
我国中医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
献。

从中医状元的民间郎中，成
为大学教授，再成为新中国高等
教育中药学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
人之一，颜正华留下多个“第一”。
他成为我国第一批中医药学教授
与研究生导师；主编了新中国第
一部《中药学》讲义；主持编写了
我国中医药高校第一版《中药学》
教材；主编了第一部《高等中医院
校参考丛书·中药学》……

他远绍灵素、近承孟河，融南
铸北、广行仁术，学术造诣之深，
临证经验极丰，医事频为媒体褒
奖，医名远播五湖四海。2009年，
获全国首届“国医大师”称号，获
得“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成就
奖”。

颜正华年届百岁，是目前仅
存的孟河医派首届国医大师。他
常说，我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治
病救人。他认为健康最重要，健康
是人生第一财富，健康离不开宣
传与引导。他的百岁养生真谛便

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结
合、运动锻炼、调畅情志、适当服
用保健品。

颜德馨：创立“衡法”治
则，被称为“衡法之父”

颜德馨，原同济大学附属第
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同济
大学中医研究所所长，1920年 11
月出生于北草巷 31号颜氏老宅。
其父颜亦鲁，全国名老中医，曾在
丹阳县城北草巷开设过餐芝堂诊
所。他取“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之
意为长子取名德馨。

颜德馨继承家学，12岁开始
学习中医学著作，后又常随父侍
诊，又考进上海中国医学院。他是

“颜氏内科”第二代传人，全国著
名中医理论家、中医临床学家，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2009 年 5 月当
选首届国医大师，2017年去世。

在中医界，颜德馨最为人称
道的是创立了调气活血的“衡法”
治则，擅用“温阳法”，逐渐形成特
色鲜明的海派中医。他把传统气
血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揭示
了人体衰老奥秘，开拓疑难杂症
治疗和养生长寿新途径。他认为
人体长寿与衰老均与气血息息相

关。气血流畅，循环周身，则脏腑
和调，健康长寿。

从医近 80年，颜德馨坚守颜
家“仁心仁爱”的医道，矢志以中
医守护民众健康，不仅树立了良
好家风，也成就了颜氏内科自成
一家并成为海派中医的优秀代
表。他年轻时随父亲悬壶于丹沪
之间，创办“德社”，免费为儿童接
种疫苗、施诊给药，在报纸开辟医
药副刊，普及医学常识，产生很大
影响。“非典”肆虐时，耄耋之年的
颜德馨，担任上海市中医防治专

家组顾问，中医治疗指导组组长，
参加制定中医中药预防“非典”方
案，老骥伏枥夕阳红。

“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
冠吴中”。丹阳孟河医派中医培养
和造就了“二颜”等著名的中医名
家。如今，薪火相传开枝散叶。市
中医院建有贺玥——全国基层名
中医工作室，建起“海派中医颜氏
内科丹阳基地”，邀请到颜德馨之
子、学术传人颜乾麟在我市设立
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中医传承走出新模式。

小郎中登榜国医大师

丹阳孟河医派传人有“二颜”

颜正华书写养生经 颜德馨

王女士：我的脸上长了个大
疙瘩，看着像是脂肪瘤？请问能
不能手术给切除了？

市人民医院整形美容烧伤科
主任、学科带头人、美容外科主诊
医师夏云副主任医师：建议患者
先进行B超检查，以明确肿物组
织的大小、深度、含水量，以排除
血管瘤、神经纤维瘤等。只有手
术切除后，进行病理检查，才知道
是否为脂肪瘤。如确已影响你的
容貌，可考虑手术切除。

夏云：丹阳市人民医院引进
的高级专业人才，原镇江市康复
医院美容整形外科副主任医
师。中国抗衰老促进会医学美
容专委会委员，江苏省医疗保险
专家库和省烧伤救治应急专家

库成员，镇江市医学会烧伤创伤
整形分会委员兼秘书。专业特
长：擅长自体肋软骨/耳软骨综
合鼻部整形、综合重睑术、综合
祛眼袋术、保留眉峰的切提眉
术、脂肪移植术、唇裂腭裂整形、
唇裂二期整形修复、眶周美容及
抗衰老技术，各种注射美容项
目、巨乳缩小上提术、综合腹壁
整形塑形术；尤其擅长瘢痕修复
及手术切口瘢痕控制；对于烧伤
急救处理和创面修复有着丰富
的经验。门诊时间：每周一全天
门诊；门诊地点：二楼整形美容
科；电话：13511693093。

人医体检中心
规范 严谨 便捷 保密
服务热线：86901218

@人医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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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人民医院外院专家门诊
部分已恢复，根据防控情况及外
院专家的要求，以下医院的专家
7 月份将来丹阳市人民医院坐
诊、会诊或手术，有需要的患者
至少提前一天通过电话预约
（87120120或 86553226）、网站预
约（www.dys120.com）、微信平台
预约。

7月4日：省人医（肾科、风
湿科）、省肿瘤医院（乳房外科）；

7 月 11 日：南京儿童医院
（儿科）、鼓楼医院（妇科）；

7月18日：鼓楼医院（呼吸
内科）；

7月24日：鼓楼医院（血管

外科）；
7月25日：省肿瘤医院（乳

房外科）、省人医（神经内科）、中
大医院（乳房钼靶）。

每周六上午：东部战区总医
院（原南京军区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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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六上午：同济大学附属
第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来
院坐诊、预约手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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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雨季节，胃肠道疾
病、呼吸道疾病、皮肤病等
就会进入一个相对高发的
阶段，市人民医院体检中
心主任、医学硕士殷洪二
副主任医师介绍，梅雨季
这几类疾病最需当心：

疾病一：胃肠道疾病。高温
伴随高湿天气，胃肠道腹泻患者
会猛增。要注意生熟食物分开，
避免交叉感染，隔夜餐须回锅加
热。得了急性胃肠道疾病，要及
时就诊，感到进食后肠胃不适或
食物不太新鲜，可立即服用黄连
素片 2~3 片预防。疾病二：呼吸
道疾病。螨虫是引起过敏性哮
喘、过敏性湿疹等多种疾病的罪
魁祸首，近八成的过敏性哮喘都

是螨虫引起的。对于过敏性哮
喘，应注意个人卫生，要注意保持
房间清洁并经常通风换气，居家
用品要经常除尘，被褥要勤洗、勤
晒。疾病三：皮肤真菌病。梅雨
季真菌感染为第一高发皮肤病，
其中头癣、体癣、股癣、手足癣较
为多见。发现霉菌感染要及时就
诊，需诊断出是何种霉菌所致才
能对症下药。疾病四：妇科疾
病。黄梅天女性常见病如阴道
炎、宫颈炎也随之悄悄来临，霉菌
性阴道炎发病率是一年中最高
的，不遵医嘱用药的话，会使炎症
蔓延，诱发宫颈炎、盆腔炎以及附
件炎等疾病。疾病五：关节疼
痛。梅雨季极易诱发风湿类疾
病。特别是以往就存在腰肌劳

损、扭伤、骨折，或有手术切口的
人，在梅雨季会出现上述部位及
关节的酸痛。有类似疾病的患者
在空调房间里要多穿一点，关节
等地方要注意保暖；多吃蔬菜、水
果，少吃含有动物脂肪的食物。
疾病六：梅雨天气综合征。梅雨
天气对人们心理、生理上的影响
尤为明显。应增加室内空气流
通，减轻工作压力，尽量多吃清
淡、易消化的食物，多喝绿茶和白
开水；容易失眠者可尝试睡前喝
半杯牛奶或百合莲心龙眼汤；用
黄花菜、萝卜、肉骨头煲汤，可以
改善抑郁，帮助睡眠。孙红娟

癫痫给患者造成巨大
的生理和心理上痛苦，6
月 28 日是国际癫痫关爱
日，市人民医院大内科副

主任、神经内科主任潘生英主任
医师表示，75%的癫痫患者可以
通过药物得到控制，提高医务人
员治疗水平、患者依从性，呼吁
社会关爱癫痫患者迫在眉睫。癫
痫又称“羊角风”或“羊癫
风”，是多种原因导致的脑部神
经元高度同步化异常放电所致的
临床综合征，临床表现具有发作
性、短暂性、重复性和刻板性的
特点。潘生英介绍，人们所熟知
的“羊角风”只是部分患者的特
征，此外，偶然间的两眼注视或
上翻，异常声音、愣神，活动障
碍、言语中止，吃饭时突然掉筷
子、肚子疼、呼之不应约几秒到
数十秒钟的这些“小发生”，都

可能是癫痫的早期症状。很多人
认为偶尔发作一两次没什么大
碍，也不吃药或治疗，久而久
之，其发作频率越来越高，甚至
会危及生命。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癫
痫预后不好，加上将近六成左右
的癫痫患者吃药不规范，自行停
药换药现象十分普遍，使患者及
其家属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事
实上，随着临床诊疗手段的发
展，对于难治性的癫痫，通过视
频脑电图、动态脑电图、核磁共
振（MRI）等的检查设备广泛应
用，可以精准定位病变部位，通
过微创手术控制发病频率。75%
的患者通过服用正规抗癫痫药物
便能完全控制发作，而明确诊断
和规范治疗是控制癫痫发作的关
键。

在日常生活中，癫痫患者发

病时往往只有 2-3分钟，甚至只
有几十秒，传统认识中的掐人中
对癫痫患者并没有效果，关键要
保持患者呼吸顺畅，第一时间检
查口腔，看有无分泌物堵塞；其
次可以寻找硬物让患者咬住，以
保护患者，防止咬伤自己。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是镇江市重点专科，广泛与
国内著名大医院横向联合，开展
了高难度的诊治及手术，其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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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形术等方面接近国内先进水
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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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唯

梅雨季要当心“梅雨病”

规范治疗关爱癫痫患者

市人医7月外院专家门诊时间

脸上大疙瘩能否手术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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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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设备、精湛的技术、优质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