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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脑血管病精准医学淮安基地落户市二院

市二院与华山医院签署合作协议
11月11日，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博士生导师、 主任医师冷冰教授与淮安
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解满平
共同为基地揭牌并签约了合作协议。 华
山医院及神经外科是中国著名医院和国
家重点学科， 市二院将参与华山医院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出血性脑血管病队列
研究” 项目研究。 市卫计委副主任于龙
门、涟水县副县长李阔、涟水县人民医院
院长左杨松、市二院各科主任、硕博士等
相关专业技术160余人参加了活动。 市二
院副院长郑东辉主持仪式。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脑脊髓血管病专
业组组长冷冰教授及郑永涛博士还分别
做了有关精准医学、 出血性脑血管病队
列研究等精彩学术报告。 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是全国最大的神经外
科中心， 冷冰教授领衔的脑血管病医疗
组对这一医学难题进行深入研究， 申请
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出血性脑血管
病队列研究”。 冷冰教授长期从事脑脊髓
血管病的临床工作， 有丰富临床实践经
验，擅长脑动脉瘤、脑血管畸形、硬脑膜
动静脉瘘、外伤性海绵窦动静脉瘘、脊髓
血管畸形、颈动脉狭窄、颅内动脉狭窄和
脑缺血梗塞等疾病的介入治疗。 参与国

淮安市医学会检验专科分会
第三季度读片会在市四院举行

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 科技攻
关，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和上海市卫生局等课题多项。
市二院脑血管病中心常规开展脑动
脉瘤手术、动静脉畸形切除手术、烟雾病
颞肌贴敷和搭桥手术， 中心成立以来救
治了大量脑出血患者， 取得很好的社会
和经济效益。 出血性脑血管病，包括高血
压脑出血、 动脉瘤出血、 脑血管畸形出

血、烟雾病脑出血，是严重威胁人民生命
健康安全的突发疾病， 在基层医院致死
致残率很高。
此项合作是沪淮医学合作的一个实
实在在的举措， 它必将提高我市脑血管
疾病防治能力和提高我市人民的健康水
（侍 艾 苑 ）
平。

女孩自幼斜视多年
淮安曙光医院解烦恼

亲身感受中医药魅力

网友纷纷为市中医院点赞
作为市中医院第八届“膏方节”十一
项惠民便民活动之一，
“
辨明体质、科学养
生，走进治未病中心”赢得了很高的人气。
11月11日上午，通过微信报名抽签的15位
市民如约来到医院，亲身感受了中医药文
化的神奇魅力。
在中药库房，弥漫出悠悠的中药香味
让参观的市民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边走
边看，边听边议，还纷纷拿起手机拍照，记
录着自己感兴趣的中药材外观与品名。
“
家里中药材的存放有什么讲究？ “
” 为什
么用黄芪泡茶补气，我喝了会上火？ “
” 枸
杞子受潮了，还能吃吗？ “
” 都说女性吃阿
” 想要膏方
胶补身体，怎么吃效果最好？ “

进补有什么讲究吗？ ”……面对市民们连
环发炮式的提问，中药库房里的药师们一
一给予细致回答。
参观完中药制剂室之后，大家来到了
治未病中心，风湿科主治中医师苏德成向
市民详细介绍了中医膏方、针灸、艾灸、中
药熏蒸、拔火罐等中医特色治疗项目。 同
时还对照中医穴位模拟人为大家讲解日
常自我保健按摩方法，并提供具有健脑益
智抗疲劳的成品膏方让大家体验品尝。
俗语说“
百闻不如一见”， 在活动现
场，观摩不如亲身体验，很多市民争先让
苏医生针灸、艾灸，现场热闹并有序，被腰
椎病困扰多年的赵先生优先体验了一回，

缺牙做“种植牙”

日前， 淮安市医学会检验专科专业委员会2017年第三季
度读片交流会在市四院召开。 读片交流会由淮安市医学会检
验专科分会主任委员姜玉章主持。
首先，淮安市医学会微生物与免疫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
市四院检验科主任刘兴祥致欢迎词，希望通过读片会的形式，
把最临床、最基本的知识传递给大家，共同提升基本技能，更
好地造福于全市人民。
会上，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邓之奎主任、淮安市第四人民
医院检验科主任谷茂林、 助理研究员王莉娟分别就MDS分型
及其实验室诊断、科研思维、疟原虫镜检技术等方面作专题报
告，参会代表积极参与、畅所欲言，分别就专题报告的内容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
淮安市医学会检验专科专业委员及淮安市各区、 县及市
直各医院科主任、 业务骨干及相关医技人员共80余人参加了
（刘兴祥）
此次读片会。

体验完之后的感觉腰部酸痛明显减轻，他
高兴地说“没想到中医针灸这么神，这么
管用， 希望能根治……”；
“
市面上膏方成
品太多，不好分辨，今天到中医院来了解
如何正确用膏方来养生，我也用手机拍下
来，给父母介绍介绍……”今年32岁的市
民文女士觉得不虚此行。
该院举办此次活动，通过让市民们进
行中药材辨别、参观制剂室、体验中医传
统技法、体质辨识等丰富多彩又寓教于乐
的体验项目，使大家零距离接触了中医药
知识，体验了医药的神奇之处，大家纷纷
热情点赞，也期待接下来膏方节期间的其
（张娣娣）
它活动能带来更多精彩。

中韩专家齐会诊

—
——“
中韩种植牙专家会诊周”在诺贝尔口腔医院启动
牙缺失？ 牙松动？ 活动假牙不适？ 烤
瓷牙不适？ 别烦恼！ 以“韩国种植牙专家
崔容硕、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张玉峰”领衔
的中韩专家团会诊活动在诺贝尔口腔医
院开展。 据悉，这是中韩专家首次在淮联
袂同台会诊，活动期间免专家会诊费、多
颗种植牙最高享万元补贴。

参加唱歌比赛时，一口假牙脱口而出！ ”
李奶奶因此事郁闷了好一阵子。 直到前
阵子看到一位久违的老同事， 大半年未
见看着年轻了不少， 原本一口烂牙的她
如今“牙口好，身体棒！ ”李奶奶羡慕不
已， 一询问才知道同事前不久刚在淮安
诺贝尔口腔医院做的种植牙。

教授定制的方案后， 满意不已的李奶奶
当时就要求种牙。“种一颗牙就几分钟，
崔教授种牙又快又好， 整个过程都不
疼。 ”刚做完种植牙的李奶奶开心不已。
在后期的回访中， 李奶奶表示现在有了
种植牙吃饭变成了幸福的事， 现在身体
越来越好，心情自然也好了。

缺牙生活一团糟
活动假牙很受罪

吃肉啃排骨很轻松
种植牙找回好牙口

缺牙就做种植牙
中韩专家齐会诊

“自从牙齿越掉越多，一到吃饭心里
就很难过。 ”李奶奶的这番话说出了不少
牙缺失患者的心声， 幸运的是因为有了
种植牙，74岁的李奶奶重新拥有了令人
羡慕的好牙口。“做了四十年的纱厂工
人， 常常起早贪黑的也没有注意过保护
牙齿什么的， 刚退休没几年就有牙齿下
岗了。 ”这几年陆陆续续掉了七八颗牙，
她也一直在修补，做过低价的烤瓷冠，但
没用半年就开始出现吃东西时假牙疼
痛。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今年初，李奶奶
戴起了活动假牙，戴着不舒服不说，吃饭
就像囫囵吞枣，硬的咬不动，吃个麻团都
能把假牙粘下来。“最闹心的一次，是我

“缺牙、牙掉了就做种植牙！ 你看我
的种植牙，现在什么都能吃，排骨、水果
这些之前想都不敢想的美食， 啃起来特
别轻松！ 自从种牙后，消化不良的老毛病
也好了， 很多人看到我都说我变年轻
了。 ”老同事告诉李奶奶，开始她女儿准
备带她去南京种牙的，后来了解到，淮安
诺贝尔口腔医院做种植牙技术特别棒，
很多南京的缺牙患者都来诺贝尔口腔医
院种植牙，那里有韩国专家做种植牙。
那个周六，在老伴的陪同下，李奶奶
来到了诺贝尔口腔医院咨询了韩国的崔
容硕教授，通过CBCT断层扫描分析后，
崔教授表示李奶奶虽然缺牙较多， 但牙
槽骨情况还不错，很适合种植。 在看过崔

“传统的活动假牙异物感强、 易松
动、咀嚼力差，有些患者会有头晕恶心等
现象；固定义齿一般需‘缺一补三’，会对
健康的邻牙有不同程度损伤。 ”崔教授介
绍， 先进的种植牙将与人体组织结合良
好的钛金属牙根， 植入在缺牙区域的牙
槽骨内，再套上牙冠，不会损伤到周围的
牙齿，就像真牙一样扎根在口腔里，维护
的好，一颗种植牙或可使用一辈子。
据悉，以韩国崔容硕教授、南医大张
玉峰教授领衔的“中韩种植牙专家会诊
周”活动已在诺贝尔口腔医院启动。 专家
们将就“缺牙、牙齿松动、假牙不适、烤瓷
牙失败”等难题开展会诊，并亲自上阵实
施种植术。
( 诺贝尔 )

眼睛斜视，对于人的一生意味着什么？上学时被嘲笑、上班
时的自卑……在生活、交友、工作上都造成很大困扰，很多人因
为斜视原因从小心理就产生自卑的阴影。 对于这个问题，正常
的人可能无法想象，但是对于斜视患者可能会给出你许许多多
酸楚的人生经历。

● 眼睛斜视，小镇姑娘生活罩阴霾
笔者了解到，小张家住淮安区林集镇，今年25岁，自幼斜
视，5岁的时候父母就发现她的右眼隐约有些斜。在当时的医疗
观念下，家人都认为眼斜不影响吃喝，对视力发育没有太大的
影响，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近两年逐渐加重且因斜视原
因，婚姻问题一直未落实。 斜视影响她的不仅仅是美观上的感
受，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阴霾，以及周围环境所带来的苦恼。矫正
斜视，治疗弱视成为了她心中最大的愿望。走访了多家医院，都
不敢轻易手术。

● 淮安曙光医院妙手回春解烦恼
近日，小张得知淮安曙光医院是以眼科为特色的二级综合
医院，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淮安曙光医院，孙海浪主任在认真
检查了小张的眼睛后发现，双眼近视均为325度，内斜约30度，
并在遮盖检查中，被遮盖眼上漂。 以孙主任多年临床经验认为
可以进行手术，并详细告知了她患的是伴有DVD（分离性垂直
偏斜）的内斜视，手术前斜视度检查和手术操作均有一定的难
度，并且手术的预测性可能也欠佳。 通过与孙主任良好的沟通
及其对斜视专业上的把握深度， 小张及其家人放下了包袱，同
意接受斜视矫正手术。
11月2日下午15时，小张走进了手术室。手术不仅要矫正水
平斜视，还要纠正眼球上漂，垂直斜视的矫正也会影响到水平
方向的正位，对于这些难题，孙主任显得信心十足，按照设计的
手术方案，手术顺利完成。在手术后第三天，小张明显感觉到双
眼转动时疼痛消失，而在紧接着几天的检查过程中，发现眼睛
运动到位，双眼上漂被完全控制，手术非常成功！
昨天，小张办理了出院手续。 在淮安曙光医院矫正斜视的
这段时间里，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斜视终归成为了历史，精彩人
生从此开始。

● 解决斜视问题已不再是大问题
孙主任说：“
其实，斜视就是眼位不正。 就是在注视一个物
体时，一只眼在注视前方的物体，另一只眼偏向一侧，偏向里
面，就是内斜视，偏向外面，就是外斜视。 注视眼的物体影像落
在眼底视网膜的黄斑上，斜视眼则落在黄斑以外的位置，这样
视物就会出现双眼不能同时会聚于同一物体，时间一长，斜视
眼影像会受到抑制，丧失双眼视觉功能和立体视，严重情况下
还会导致视力发育不良而造成弱视。 ”
因此，笔者呼吁广大朋友，当发现自己或小孩有斜视情况
时不能因为不影响正常生活而一味拖延，应尽早去正规医院进
行正确的治疗矫正，时间越久矫正难度越大，同时还会影响眼
睛其它部位的不正常发展，在工作、婚姻、交际及心理健康上都
（冯树林）
会造成无法改变的影响而后悔莫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