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桥卫生院：

关爱妇女健康提高妇女生活质量
新桥卫生院妇产科开展以下针对

妇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项目：
LEEP刀专治宫颈糜烂：见效快，

损伤小、并发症（出血和感染）少，手
术时间短，安全可靠，对有生育要求
的妇女没有影响。

阴道镜检查：是一种非介入的内窥
镜，可将外组织放大40倍，以便及早发
现肉眼难以辨认的病变。

红光治疗仪治疗附件炎：深部热疗
法治疗附件炎，实现医学三大突破：定
位准确，安全有效，疗效更确切。

妇科冲洗仪、臭氧治疗仪：对细菌性
阴道炎、霉菌性阴道炎、滴虫性阴道炎
比传统的局部塞药疗效更好。

产后康复治疗仪：促进产后子宫恢
复，减少出血，促进乳腺管通畅，以防乳
腺炎的发生。咨询热线：13852857892

靖江医保职工康复医院门诊部：

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靖江医保职工康复医院门诊部

与国控大药房靖江悦康店强强联
手，致力打造靖江高品质诊疗医药
一体化服务新模式。

靖江市医保职工康复医院是
一家专业从事康复医疗、健康体
检的国家二级康复医院。为更
好地做好诊疗服务工作，方便来
院康复门诊患者、慢性病患者诊
疗及复诊配方，医院在靖江市人
民路 132-18号增设门诊部，为离
退休人员、慢性病患者、医保参

保职工和参保居民以及周边居
民提供门诊及配方服务。

门诊部开展的诊疗科室主要
有：西医内科、外科、中医科、口腔
科，开展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
血糖、血脂等以及肿瘤指标生化检
验项目，还进行尿常规检测、彩色
多普勒（彩超）和12导心电图等诊
查。

门诊部医务人员临床经验丰
富，医德医风优良，努力为广大患
者提供一流的医疗服务。康复医

院专家不定期坐诊。门诊医技
力量雄厚，治疗效果好。慢性病
参保人员就诊免收挂号费。药
品供应齐全，特别注重新特药品
的采购调拨，确保慢性病、特种
病、少见病的用药供应，及时做
好慢病参保病人的门诊统筹结
算和城镇居民医保结算。

温馨提醒：您可乘坐 101路、
103路、208路、223路公交车到时
代菜场站下车（时代菜场东门对
面），健康热线：0523-89112226。

靖江羊克勤中西医结合医院
采用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是一家
集医疗、科研、预防、康复为一体的
综合性医院，为国家基本医保农保
定点医院。设有内科、外科、风湿
免疫科、肛肠科、肿瘤科、妇科、皮
肤科、放射科、超声科、检验科、康
复理疗科，拥有体外电容场热疗
机、熏蒸舱、偏振光治疗仪、X线影
像数字处理器、生化免疫分析仪、
彩色超声诊断仪、红外离子导入治
疗仪、颈腰牵引床等一系列先进诊
断与治疗设备。医院以风湿免疫
科、骨伤疼痛、肿瘤康复为特色专
科，拥有一批名专家坐堂。

风湿免疫科、肿瘤康复科：由副

院长、博士韩哲为科室带头人。韩
哲曾任职国家重点专科，中国中医
科学院，望京医院风湿科秘书。现
为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的
风湿病、肿瘤病专家，坐诊北京平心
堂、大钟寺名医馆。擅长治疗各类
风湿病（类风湿关节炎、风湿性关节
炎、强直性脊柱炎、干燥综合征、白
塞氏病、皮肌炎、硬皮病、产后风湿、
痛风等）和各种恶性肿瘤、癌症晚期
转移和复发、放化疗副作用防治、慢
性病及疑难杂症。

热线：80502222
15996055866

地址：西环北路86号（西郊公
园西大门南50米）

靖江羊克勤中西医结合医院：您身边的风湿肿瘤专家

靖江心连心医药连锁药房：5日、15日、25日为会员日
靖江心连心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现有连锁药房40多家。
心连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每

月 5日、15日、25日为会员日，在
这三天中顾客凭心连心会员卡到

各零售药店购物均享受 8.5折的
优惠，打折品种占公司所有品种
的 90%以上。顾客平时凭会员卡
购物可享受会员价和积分等优
惠。

靖江心连心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的全体员工以放心的质量、
称心的价格、舒心的服务为目
标，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药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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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东兴卫生院响应国家号召，
推广中医适宜技术，让东兴镇市民享受
到更为全面和便利的中医药诊疗服务。

据介绍，中医适宜技术作为我国传
统医学中重要的治疗手段，具有“简、
便、效、廉”的独特优势。

东兴卫生院疼痛科日常开展牵引、
针灸、拔罐、刮痧、中药熏蒸等治疗项目
治疗颈肩腰腿痛疾病，引进重庆赵氏雷
火灸，用于临床治疗颈肩腰腿痛疾病，
通过实践，疗效较好。

家住东兴的市民张先生，几十年的
腰肌劳损让他苦不堪言，治疗多年均无
良好效果。自从体验到东兴卫生院新
引进的雷火灸中医适宜技术后，赞不绝
口：“效果特别明显，治疗一次后腰部疼
痛感明显减轻了。东兴卫生院有这项
技术后，大大方便了我们老百姓，家门
口就能够享受到最新的中医疗法。”

东兴卫生院：

推广中医适宜技术 为居民健康护航
御庆堂国医馆是张氏医药连

锁旗下品牌，坐落在市人民中路
南环路口，医馆面积 1500多平方
米，由张氏药房创始人张顺来全
资创办。

御庆堂国医馆内设中医诊室
12间、名医工作室 2间，馆内有检
验室：配备全自动五分类血细胞
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
液分析仪。还拥有超声彩色多
普勒B超室，200平方米的针灸推
拿室，150 平方米的中医养生多
间美容室，拥有数台全自动煎药
机和古法手工煎药设备的大型
煎药室，80多平方米 1000多个品
种的中药房，名贵参茸滋补专

区。医馆还设有西医诊室、输液
室。

御庆堂国医馆遵行“诚访四
海名医古方济世，遍访地道药材
良药除病”的核心理念，坚持“名
医名药名馆”的发展战略，树立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
律意识，保障“配方独特，选料上
乘，疗效显著”。

御庆堂国医馆数度拜访名
医，邀请国家级名老中医、省级名
老中医、祖传中医世家名医到馆
坐诊，努力打造名医诊疗、医术传
承、中医养生、针灸推拿、学术交
流等服务于一体的人文医馆。陆
正岗，出生于中医世家，家学渊

源，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从事中
医工作 60余年，原就职于靖江市
中医院，任职期间担任中医内科
主任，擅长临床经方治疗内科、妇
科杂病，尤对脾胃病、肠道疾病、
肝胆病、心脏病、糖尿病、发热性
疾病、咳喘、痛风、失眠、皮肤痒疹
疾病有独特疗效。

御庆堂国医馆的中药房由北
京同仁堂亳州公司提供地道药
材。

提示：您可乘坐 101 路、103
路、208路、223路公交车到时代菜
场站下车。

地址：靖江市人民中路南环
路口（原家得利超市）。

御庆堂国医馆：坚持“名医名药名馆”发展战略

靖江德元堂国医馆提醒：冬虫夏草可改善亚健康状态

靖江第四人民医院联合中医院肺
病科专家于今年冬季开展冬病冬治

“三九贴”。冬病是指某些好发于冬季
或在冬季易加重的虚寒性疾病。三九
贴是一种中药穴位贴药疗法，即在三
九天里的每九的第一天，将配好的中
药粉末，调制成膏药，贴于人体穴位，
可以温经通阳、疏散风寒、改善体质，
增强抗病能力，达到防治疾病保健的
目的。

在一年之中最为寒冷，人体阳气
敛藏、阴气最为旺盛、气血运行缓慢，

防御功能和抵抗力大大降低的三九天
进行穴位贴敷，能疏通经络、平衡阴
阳、止咳平喘、调和脏腑，有以下适应
症的人群可以提前预约，成人慢性支
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咳嗽、
哮喘、过敏性鼻炎等。

治疗时间：2016年 12月 21日、12
月30日，2017年1月11日、1月20日上
午，共四次。治疗地点：靖江市第四人
民医院住院部5楼内科

联系人：陆刚
健康热线：13961029667

西来中心卫生院自成立以来一直
注重宣传工作，在宣传科室特色、工作
成就的同时注重宣传关于民生的项目，
从 11月以来利用微信公众号（靖江市
肿瘤医院）连续十四天宣传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项目，采用问答的形式把基本公
共卫生所有项目的要求和实施过程进
行宣传，让辖区群众能够更深地了解基
本公共卫生项目，积极参与到项目的实
施中来。同时把乡村医生签约相关政

策上传到微信公共平台，让签约群众及
时了解签约的方针政策，更多更好地进
行宣传。

在自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西来中
心卫生院积极利用网站、微信、微博、
报纸等媒体工具广泛进行宣传报道，
让辖区群众能够及时了解相关医疗、
预防、保健、民生等信息，理解支持卫
生事业，让群众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实
惠。

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虽没
有明确的疾病，但经常出现精神
活力和适应能力的下降，如果这
种状态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很容
易引起心身疾病。出现亚健康的
人，很难通过药物来治疗，而更多
的要靠食疗，通过滋补品来提高
免疫力。冬虫夏草即是针对亚健
康的一种很好的滋补品。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和中药
在世界上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研
究进一步证实了冬虫夏草的多种
治疗和滋补作用，具有增强人体
免疫力，改善体质，消除疲劳、振
奋精神的功效，有效改善因亚健
康带来的各种不良症状。

德元堂国医馆为此特意推出
几款以冬虫夏草为主要食材的营
养滋补食谱献给大家。

1.冬虫夏草炖胎盘
功效：调补气血、滋阴壮阳、

生精益髓和抗癌、延缓衰老之功
效，对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有

辅助治疗作用。
2.冬虫夏草人参大枣汤
功效：有利于改善肿瘤患者生

活质量（出血、疼痛、精神不振）。
3.冬虫夏草海参汤
功效：补虚，抗癌。

4.冬虫夏草金钱龟
功效：补益滋养。适用于白

血病病人的辅助食疗。
地址：正门，人民北路 100

号。南门，通康路5-14号（靖江日
报社北50米，公交站台旁）

冬天天气干燥，很容易导致手足干
裂，如果情况过于严重，感觉会十分难
受。冬天手足干裂怎么办呢？

1.减少接触冷水，冷水的刺激容易
让皮肤的皮脂分泌减少，从而导致皮肤
干燥度提高，干裂程度增加。所以平常
要多注意一些，洗手的时候尽量用温
水，不要被冷水刺激到。2.洗手不要用
肥皂，肥皂的碱性比较高，容易造成皮
肤的直接损坏，让手部的水分大量流
失，干裂程度更加严重。所以尽量不要
用肥皂，也减少酸、碱等化学用品的使
用。3.洗手后涂抹护手霜，护手霜对皮
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护手霜也会
形成天然的保护层，抵抗寒冷、化学物
质等直接损害。4.注意手足保养，每天
都要采取一定的保养措施。晚上用热
水浸泡手足后，涂上甘油、凡士林或者
一些保养品，然后戴上手套，或者用塑

料袋裹上，促进皮肤吸收营养。长期下
去，手足皮肤会变得十分柔嫩。5.多摄
入维生素A，维生素A具有保护皮肤和
防止皮肤皲裂的作用，因此多摄入维生
素A能够有效保护手足，防止皮肤干
裂。生活中有许多食物含有维生素A，
胡萝卜、菠菜、红薯等蔬菜以及动物肝
脏等。6.补充维生素E，维生素E是一
种有效的抗氧化剂，有助于维持神经、
肌肉组织的正常，使毛细血管壁更加稳
固。因此，要预防手足干裂，需要多吃
一些富含维生素 E的食物，比如玉米
油、芝麻油、花生油、柑橘类、绿叶蔬菜、
蛋类、奶类等。如果经上诉预防措施手
足干裂仍然不能缓解者，要及时到正规
医院皮肤科就诊，以排除其他皮肤病引
起的手足干裂。

欢迎广大患者来所就诊。咨询电
话：84909720

靖江四院：

开展中医治未病、冬病冬治“三九贴”

西来中心卫生院：

微信宣传基本公共卫生项目

市皮防所提醒：冬季当心手足干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