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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茆俊卿 江苏省名中医，主任中
医师

擅长于内科杂病特别是呼吸

系统疾病的诊治，尤其对哮喘、慢性
支气管炎、COPD、肺癌、肺间质纤
维化、 顽固性咳嗽、 慢性呼衰之喘
证、过敏性鼻炎、难治性皮肤病等疾
病的中医、 中西医结合治疗有深入
研究，对肿瘤术后、放疗、化疗后以
及亚健康患者的调理、 对体质辩识
及应用膏方调理体质有着丰富的经

验。对冬病夏治有深入研究。
■方晓华 扬州市名中医，主任中
医师

擅长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消
化系统疾病，尤其是食管胃返流性
疾病、 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不
典型增生、疣状胃炎、消化道息肉、
难治性溃疡、胃肠动力障碍、炎症
性肠病、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肝病、
脂肪肝；急慢性胆胰疾病，以及消
化系统肿瘤等疾病的中西医结合

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冬病夏
治有深入研究。
■刘桂林 针灸科主任中医师

从事针灸临床工作三十余年，
对针灸科常见病、 多发病及疑难病
证的诊治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

其对面瘫，项痹，腰腿痛，肩凝症，中
风偏瘫，痛经，耳鸣、耳聋，头痛，面
痛，不寐、复视等有深入研究和独到
经验。对冬病夏治有深入研究。
■卢伟民 骨伤科主任中医师

擅长骨关节病的中西医结合

治疗，尤擅长运用关节镜治疗骨关
节疾病，同时对骨折创伤、腰腿痛
疾病的中西医治疗有相当的治疗

经验。对冬病夏治有深入研究。
■张泉 肿瘤内科主任中医师

从事肿瘤内科临床工作多年，
具有丰富中医、中西医结合诊治多
种肿瘤的临床经验， 尤其对肺积、

反胃、肠蕈、噎膈等肿瘤的诊断和
中医、 中西医结合治疗有深入研
究。对冬病夏治有深入研究。
■刘彦廷 脑病科副主任中医师

擅长脑梗塞、脑出血、失眠、眩
晕、头痛、帕金森病及痴呆的中西
医结合诊治，尤其擅长良性位置性
眩晕的手法复位治疗。对冬病夏治
有深入研究。
■胡红霞 妇科副主任中医师

擅长妇科月经不调、 不孕症、
妇女更年期综合征、 妊娠先兆流
产、妇科炎症以及妇科肿瘤等疾病
的诊疗与妇科手术等。尤其在不孕

不育症、月经病、围绝经期综合征、
子宫内膜异位症、流产类疾患以及
生殖系统炎症等疾病的治疗方面，
有独特的诊治经验。对冬病夏治有
深入研究。
■史建中 外科副主任医师

擅长腹腔镜下甲状腺、 乳腺、
胆囊、阑尾、疝气、胃、结直肠手术。
成功开展腹腔镜下微创保胆取石

新技术、腹腔镜联合胆道镜胆总管
探查取石术、下肢静脉曲张微创激
光治疗新技术。常规开展全腹腔镜
下直肠癌根治术和结肠癌根治术。
对冬病夏治有深入研究。

8月19日，市中医院举办医师节
暨冬病夏治三伏贴末伏大型义诊活动！

8月19日，市中医院举办首个医
师节暨冬病夏治三伏贴末伏大型义
诊活动，届时将有茆俊卿、方晓华、

刘桂林、卢伟民、张泉、刘彦廷、胡红
霞、史建中、高慧、张军等专家义诊，
免费为前来冬病夏治三伏贴的市民

搭脉献方， 开中草药的市民可免快
递费送至家中， 参与的市民同时可
品尝养生茶，体验艾灸、拔罐、刮痧、

耳穴压豆等中医治疗保健项目，现
场还有中药特色制剂、驱蚊香囊、防
痱子水等中医保健产品展示。

时间 ：2018年8月19日8:00-
11:00

地点：扬州市中医院门诊大厅

义诊专家介绍

怀胎十月，每位妈妈生命
中最特殊的时光，它充满了全
家对新生命的期待和向往，同
时也掺杂着对分娩过程的紧
张和焦虑，随着剖宫产手术技
术的成熟和麻醉安全性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准妈妈们陷入
误区，认为剖宫产对母子更为
安全， 想方设法要求手术，曾
有一度中国的剖宫产率高达
60%-70%。

生育二孩开放以来，人生
就一次的分娩可以二次了，带
着有疤的子宫怀了二胎，问题
接踵而来。 剖宫产瘢痕妊娠：
张女士，依着经验早孕来院建
卡， 可谁知道B超检查发现这
个孩子竟然悄悄种植在了子
宫疤痕的地方， 好生尴尬，现
在清宫可能大出血，可能需要
腹腔镜下瘢痕妊娠物清除再
缝合，继续妊娠下去，长在疤
里的孩子会把疤痕撑得很薄，
穿出子宫发生子宫破裂，或者
胎盘长到子宫肌肉里，引起胎

盘植入、凶险性前置胎盘。
剖宫产子宫憩室：“医生，

我生过二胎以后月经时间太长
了， 每次都滴滴答答要半个多
月，还痛经得厉害，B超医生说
我刀口没长好。”原来，剖宫产
的子宫切口由于愈合缺陷会在
局部出现一个与宫腔相通的小
凹陷， 月经血会积聚在凹陷内
引起经期延长， 经间期阴道流
血，还有痛经不孕等症状。

这些只是剖宫产可能发
生的众多问题中小小的一部
分，所以准爸爸、准妈妈们，请
在决定分娩方式时慎重考虑
下： 我是真的需要剖宫产吗？
来我们的胎儿大学一起学习
吧，营养科医生会指导你孕期
合理饮食，适当运动，降低妊
娠期糖尿病和巨大儿的发生
率；产科医生会给你孕期保健
知识，和你一起迎接新生命的
诞生；麻醉医生和助产士会告
诉你不要怕疼，分娩镇痛会让
你轻松分娩。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
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牙本质敏感已经成为常见的
口腔疾病之一。牙本质敏感症
是指一些人的牙齿遇到酸甜
冷热食物的刺激，就会因牙齿
酸疼难忍而不敢咀嚼 ， 俗称
“倒牙”，医学上把“倒牙”叫做
牙本质敏感症。

牙本质敏感症多见于有
以下口腔疾病的人群：牙釉质
缺损或发育不良，牙周萎缩导
致牙颈部暴露，牙龈萎缩而使
牙根部暴露，因磨耗、缺损、牙
折和酸蚀症而出现的牙本质
暴露等。存在牙本质敏感症状
的人群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 如发现牙齿有酸痛症
状时要及时到医院口腔科进
行治疗。

2.注意口腔卫生，尽量使
用软毛牙刷，养成良好的竖刷
牙习惯，避免横刷损伤牙齿。

3.避免食用过冷 、过热 、
酸甜的食物，减少酸性饮料的
摄入。

4.冬季外出，避免直接吸
入冷空气 ， 可戴口罩进行防
护。

5.使用脱敏、舒适达等药
物牙膏刷牙，刷牙时将膏体涂
在牙齿敏感处3—5分钟，以便
让药物成分充分与牙齿接触。

6. 咀嚼普通干茶叶3—5
分钟，茶叶中的鞣酸可提高牙
神经对刺激的抵抗力，从而降
低牙神经的敏感性。

7. 牙本质敏感症严重的
患者，要及时去正规专科医院
进行药物脱敏治疗。

惠志飞，中共党员，硕士，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擅长牙
体牙髓科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扬州市口腔医院医师简介

酸痛难忍的牙本质敏感

准妈妈
你真的需要剖宫产吗？

糖尿病足的发病趋势
近年来，我国糖尿病患病率逐

年上升，糖尿病足的患者人数也在
增多，约占糖尿病住院患者的20％。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者致残、
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严重威胁着
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长寿。

糖尿病足的定义
糖尿病足是指与下肢远端神

经异常和不同程度的周围血管病
变相关的足部感染 、溃疡和 （或 ）
深层组织破坏 。 糖尿病足是糖尿
病的主要慢性并发症之一 ， 是发
生溃疡和坏疽的重要因素 ， 少数
患者表现为夏科氏骨关节病和神
经性水肿 。 糖尿病坏疽并非限于
足部，上肢及手部 、背部 、头面部 、
颈部 、 臀骶部等均可发生溃疡或
坏疽。

糖尿病足的早期症状
1.出现皮肤瘙痒，干而无汗，肢

端凉 、浮肿或干枯 ，皮肤颜色暗及
色素斑，毳毛脱落等糖尿病足的症
状。

2. 足背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
深浅反射迟钝或消失，这是糖尿病
足的症状之一。

3.糖尿病足的症状还有肢端刺
痛、灼痛 、麻木 、感觉迟钝或丧失 ，
脚踩棉絮感 ，鸭步行走 ，间歇性跛
行，休息痛等。

4.足部形状的改变如跖骨头下
陷， 跖趾关节弯曲形成弓形足、槌
状趾、鸡爪趾、夏科关节。骨质破坏
发生病理性骨折等。

糖尿病足的综合治疗措施
控制血糖， 改善各系统功能，

纠正代谢紊乱 ，减轻水肿 ；彻底清
创，合理包扎，重塑创面；改善动脉
血供；控制感染，治疗合并症；减轻
足底压力，控制疼痛。

如何预防糖尿病足
1.每天检查双足，包括脚趾间

隙。每次穿鞋前应检查鞋里面和鞋
底有无异物。还应定期让医务人员
检查双脚。

2.定期洗脚，仔细擦干。洗脚的
水温应低于37℃。对于干燥的皮肤，
应使用润滑油或护肤软膏，但不能
用在脚趾间隙。

3. 避免赤脚行走或赤脚穿鞋。
每天换袜子 ， 不要穿有破损的袜
子。

4.如果视力不佳，患者不要自

己处理脚部， 例如修剪脚趾甲等。
建议平直地剪脚趾甲。

5.应该由专业人员来处理角化
组织或胼胝。

糖尿病足患者需注意
1.饮食方面
严格控制每日摄入的总热量，

多吃些有助于维持肠道功能的食
物 ，如有助于控糖的蔬菜 、杂粮和
豆类食物 。 严格控制总脂肪摄入
量 ，多摄入不饱和脂肪酸 ，避免高
胆固醇饮食。

2.运动方面
规律运动对于改善病情十分

重要 。 每次最好维持在30分钟左
右 ，但不宜长时间运动 。需根据自
身的体质和健康情况选择运动种
类， 推荐做有氧运动， 如散步、慢
跑、骑自行车 、踢腿 、打太极拳等 ，
这些运动既可改善下肢血液循环，
又有助于降低血糖。

运动时稍有疼痛感，应立即休
息等完全恢复后再开始运动，不宜
勉强运动。 如果出现足部溃疡，则
暂时不宜进行负重运动。

专家门诊时间 ：周一 、周四上
午（西区医院）

糖尿病足常识须知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医师 孙蓬

经常有家长
问 ： “运动对孩子
的身高到底有多
大影响？”“哪些运
动能促进长个 ？”
身 高 60%由 先 天
遗 传 基 因 决 定 ，
40%受 到 后 天 营
养、睡眠、运动、内
分泌、心情等因素
影响。其中，运动对孩子长高
有重要作用。

正常人有三个身高快速
增长阶段，即婴儿期 、儿童期
和青春期。青春期是最后的长
高机会，因为婴儿期 、儿童期
长个受影响时，只要及时纠正
影响因素，最终还有追赶生长
的时间，甚至有可能赶超同龄
小伙伴。青春期，孩子的骨骼
逐渐接近完全愈合，追赶生长
的能力受到限制，一旦错过这
个增高的最后黄金期，悔之晚
矣。

什么样的运动有利于长
高？不少人有这样的误区：练体

操、举重容易压得孩子不长个。
其实，举重、竞技体操等静力型
运动，如果运动适当可以促进
骨骼生长、身高增长。但必须有
教练指导、方法得当，以防止骨
骼受伤、影响骨骼发育。动力型
运动，如田径、游泳、球类等运
动对长个特别有利。孩子的骨
骼系统比较软，长期局限于一
种运动，容易导致骨骼发育不
平衡。所以，建议进行全面锻
炼，多做伸展肢体 、弹跳等运
动，适当做些力量练习，可促使
全身各处骺软骨新陈代谢处
于相对旺盛状态，令全身匀称
生长发育。

什么样的运动有利于长高？

扬州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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