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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酷暑

巧治冬病

淮安市一院开展冬病夏治科普宣传周活动

商报讯“我父亲是肝癌，
年前刚化疗过， 能服中药调理
吗？ ”
“我痛经非常厉害，而且特
别怕冷，贴‘三伏贴’管用吗？ ”
“我是关节炎，一到阴雨天就会
犯 ， 贴‘三 伏 贴 ’ 有 效 果 吗 ？ ”
……7 月 4 日上午，淮安市一院
在门诊大厅启动以“冬病夏治，
你有约吗” 为主题的冬病夏治
科普宣传周活动。 当天， 共有
200 多位市民排队问诊，该院免
费为 90 多人贴敷膏贴。
据介绍， 本次活动坐诊的
都是该院中医科大咖， 有淮安
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 淮安
市一院科研处处长丁涟沭，淮
安市一院中医科主任宗岩、中
医科主任医师赵晓峰、 中医科
主任医师刘枚以及中医科副主
任医师郭海等， 他们擅长治疗

颈肩腰腿痛、肿瘤、结肠炎、妇
科病等。
当天 9 点，活动一开始，就
吸引了众多市民排队问诊。“我
来一院帮家里人拿药， 刚好看
到这里有中医坐诊， 就赶紧过
来瞧瞧。 ”市民郭先生说。 还有
市民打电话让亲友过来，“难得
的机会，专家都在这儿。 ”市民
王女士笑着说。
何谓冬病夏治？ 丁涟沭解
释说， 冬病夏治是指对于一些
在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
病，在夏季给予针对性治疗，提
高机体抗病能力， 从而使冬季
易发生或加重的病症减轻或消
失。 冬病夏治主要治疗阳气不
足、肺气虚弱、虚寒疼痛和一些
免疫力低下类疾病，比如：支气
管炎、支气管哮喘、鼻窦炎、过

敏性哮喘、 过敏性鼻炎等慢性
呼吸道疾病， 肾阳虚引起的腰
膝酸痛、颈椎病、类风湿性关节
炎等，胃病、慢性腹泻、感冒以
及部分虚寒妇科病等。
夏季阳气旺盛， 人体阳气
也达到了四季高峰， 尤其是三
伏天，肌肤腠理开泄，选取穴位
敷贴， 药物最容易由皮肤渗入
穴位经络， 通过经络气血直达
病处，“所以在夏季治疗冬病，
往往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宗
岩介绍说， 目前冬病夏治的方
法主要有穴位贴敷、 艾灸和内
服药物。“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治
疗方法，要根据病人情况来定，
讲究的是一人一方。 ”她同时提
醒广大市民， 冬病夏治并非人
人皆宜， 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
进行。
○金义旻 王玉玲

7月3日，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乳腺科副
主任李青国在淮阴师院附小报告厅作题为
《甲状腺、乳房保健，不得不知的一些事儿》
的讲座，164人聆听了讲座。 李青国详细讲
解了甲状腺疾病和乳腺疾病的预防、 治疗
等，深受听众欢迎。
○仲鑫

近日，淮阴医院团委被共青团江苏省委
授予
“
2017年江苏省五四红旗团委”称号，这
是该院团建史上获得的最高荣誉，也是该院
共青团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图为淮阴医
院团委书记朱桐正开展义诊。
○王允

市二院运用3D腔镜技术
成功开展经口腔甲状腺切除术
商报讯

因颈前均长有一
个鸡蛋大小的包块， 三位女士
在多家医院被诊断为甲状腺占
位性病变，需手术切除。 对美观
要求较高的她们慕名找到了市
二院甲状腺微创手术专家宋勇
罡主任。 宋勇罡接诊后，通过检
查确认三人需进行手术治疗，
并为三人制定了3D腔镜经口腔
甲状腺切除术方案。
近日， 在市二院甲乳外科
宋勇罡主任团队和手术室护士
的默契配合下， 三位女士接受
了经口腔前庭入路腔镜下甲状
腺左侧腺叶切除术、 中央组淋
巴清扫术、 经口腔前庭腔镜下

甲状腺次全切除术。 手术在口
腔前庭开了一个10mm及两个
5mm的切口， 手术全程运用3D
腔镜技术切除甲状腺肿物，过
程顺利，术中出血极少。 患者术
后6小时即能进食， 术后第1天
就能自由活动， 术后检查各项
指标正常， 口腔内没有留下疤
痕，发音正常，恢复很好。
据宋勇罡主任介绍， 自然
腔道内镜外科手术是通过身体
自然存在的腔道， 置入操作器
械完成手术， 从而达到微创的
效果。 此次3D腔镜经口腔甲状
腺切除术， 就充分体现了自然
腔道内镜外科手术的理念，相

较传统的胸前入路腔镜甲状腺
手术，该手术缩短了入路通道的
长度，减小了创伤，在患者体表
完全看不到疤痕。
据悉，淮安市二院是我省最
早开展腔镜甲状腺手术的医院
之一，该院在苏北地区率先引进
美国Viking三维腔镜系统及美
敦力术中喉返神经监测仪应用
于甲状腺手术，已成功开展经双
乳晕入路腔镜手术近两百例，获
得手术患者高度好评。 2015年，
该院开展江苏省首例经口甲状
腺腔镜手术， 其术中出血少、体
表无疤痕等优点深受患者好评。
○侍艾苑

淮安素问骨伤医院（淮安颈肩腰腿痛医院）

加强员工培训
商报讯

日前， 淮安素
问骨伤医院 （淮安颈肩腰腿
痛医院） 对该院全体医护人
员就卫健委发布的最新18项
医疗质量核心制度进行书面
考核， 以提升该院医护人员
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医疗质量核心制度在诊
疗活动中对保障医疗质量和
患者安全发挥着重要的基础
性作用，只有严格遵守，才能

打造放心医院

最大程度避免医疗事故的发
生。 为确保医疗质量及医疗
安全，打造放心医院，该院始
终坚持把培训学习作为增强
全员内功的重要手段， 制定
严格的培训考核计划， 每月
定期分类分科进行理论与实
践系统培训，加强考核，确保
培训取得实效。
近期， 市卫健委对我市
各医疗机构开展相关培训

全市医院药师演讲比赛
市第三人民医院摘桂冠

后，该院立即行动，对全院人
员分期培训， 并进行书面考
核，未通过考核者，将回笼学
习再考核，直至通过。○苏锦

商报讯 7月6日，淮安市药学会医院药
学专业委员会在市第三人民医院举办淮安
市第四届“华东杯”医院药师演讲比赛，市
第三人民医院韦丽丽演讲的 《阳光的事业
无悔的青春》获评一等奖。
当天， 来自全市县级以上医院的14名
优秀选手围绕“爱岗敬业——
—医院药师大
有可为”的主题，结合工作中的所见所思，
诠释了对药学专业的理解， 表达了奉献的
决心和无悔的追求， 选手们声情并茂的演
讲赢得了阵阵掌声。 最终，淮安市第三人民
医院韦丽丽演讲的 《阳光的事业 无悔的
青春》获评一等奖。 据悉，韦丽丽将代表淮
安市青年药师参加江苏省第四届“华东杯”
医院药师演讲比赛决赛。
○罗力

淮安素问骨伤医院
（
淮安颈肩腰腿痛医院）
公开征集免费体验治疗患者
淮安素问骨伤医院
（淮安颈肩腰腿痛医院）
联合本报、市慈善总会、
市关工委开展“公益骨
病健康万里行”活动，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膝骨
疼痛患者， 并将为这些
患者免费提供体验式治
疗服务。

活动方式：

1、 须 提 前 电 话 预

约，每日限诊8人（就诊时
请携带检查片子及化验
单据）。
2、 就 诊 时 ， 可 享 受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
—骨诊整骨术1次。
3、 就 诊 时 ， 可 享 受
特色中医治疗2次。
预 约 电 话 ：
0517-87160999
医院地址：淮安市清江浦
区承德北路101号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