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医在线

甲状腺“炎”
不容忽视

不少市民在常规体检后，不经意
间发现自己的甲状腺有问题，其中有
相当一部分是甲状腺炎症。好好的
甲状腺，怎么就发炎了呢？本期无锡
名医团名医在线，我们邀请到了江苏
省江原医院城中部院长、内科主任张
春华为大家答疑解惑。

甲状腺炎症与甲亢、甲减有所区
别，也不完全是单纯的甲状腺发
炎。根据甲状腺炎症的发病机制，绝
大部分与人体自身免疫相关，这种炎
症也被称为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其

次是一些感染相关性炎症，也就是市
民通常所理解的甲状腺发炎。根据
甲状腺炎症的病程缓急，我们又可以
分为急性甲状腺炎、亚急性甲状腺
炎、慢性甲状腺炎等情况。

一般而言，在临床上我们可以
通过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实验室检
查、甲状腺功能检测、甲状腺超声检
查等来初步诊断甲状腺炎症。特殊
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自身免疫抗体检
测、摄碘率、甲状腺显像、相关血液
指标等进一步确诊。

@飞扬：年轻女性如果患有甲
状腺炎症，是否可能影响怀孕？

张春华：甲状腺炎症对甲状腺
功能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需要
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年轻女性如
果有备孕需求，建议进行甲状腺功
能检测，其中包括一些甲状腺炎症
指标的检测。一旦发现存在甲状腺
功能和免疫功能异常等情况，建议
到甲状腺专科就医，科学治疗、定期
随访。

（顾明）

周刊第165期

2022年6月17日 星期五

主编 史春阳 编辑 卫曦臻
视觉 李湛肹 组版 徐 静

请关注周刊
微信公众号

·06·
报业集团融媒体运营中心出品

周
刊

健康
头条

近日，患者老谈的家属向无锡怡
和康复医院送来感谢信和锦旗，感谢
该院骨与关节康复科的精心康复治
疗以及人文化关怀，让原本卧床一个
多月的患者从坐起来到站起来，再到
走起来。无锡怡和康复医院开业近
一年来，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方案和人

文化关怀，构筑了和谐的新型医疗关
系。

老谈今年77岁，年轻时是部队
空降兵，多年的艰苦训练以及大半辈
子的工作，让他的腰椎积劳成疾，腰
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去年3月，
他在上海长征医院接受了腰椎手
术。然而，回到无锡家中不久，他不
慎从床上摔下，导致髋骨骨折，又被
立即送到联勤保障部队904医院接
受手术。接连两次手术，让老谈卧床
不起，这可急坏了老伴，难道患者就
这样躺在床上度过余生？家人一致
认为要去康复医院。但是，疫情期
间，有些康复医院只出不进，最后，家
人将老谈送到了新开不久的无锡怡
和康复医院。

刚到无锡怡和康复医院的老谈，

双腿肌力为零，加上神经受损，康复
困难。该院上下高度重视，骨与关节
康复科更是为老谈设计个性化方
案。从院领导，到病区主任、医生、康
复师、护士等，经常放弃休息时间，给
老谈送来关爱。该院依托无锡市人
民医院等医联体单位的技术支撑，通
过被动训练，诱导出下肢肌力，再通
过核心肌群训练，激活相关肌肉功
能。一个月后，老谈能慢慢翻身坐
起，骨与关节康复科趁此巩固战果，
让患者锻炼床上转移的功能。两个
月后，能下床的老谈开始学习使用轮
椅。三个月，运用PNF技术，他不断
练习下肢肌力，终于能够双手扶着平
衡杠站起来了。无锡怡和康复医院
不仅有传统康复技术，还凭借高科技
仪器设备，做到了康复可视化、数字

化、智能化。老谈往三维动作捕捉分
析系统D-WALL前一站，通过3D
摄像系统和测力平台，实时识别身体
16个关节在训练区的每一个动作。
医生和康复治疗师据此制定个性化
方案，帮助他循序渐进康复。如今，
老谈已能逐渐摆脱轮椅，在室内走上
二三百米。

据骨与关节康复科病区主任祝
传丹介绍，骨科术后患者的康复非常
有必要，如该科运用多种现代化技
术，对肩袖损伤术后、前交叉韧带重
建术后、半月板损伤术后、颈椎腰椎
术后、四肢骨折术后等进行康复治
疗，避免了患者长期卧床、压疮、关节
僵硬、肺部感染、尿路感染等，能大大
提高生活质量。

（卫曦臻）

无锡怡和康复医院提供个性化方案

瘫痪老人从坐起来、站起来到走起来

近日，无锡市中医医院为
一名双髋部疼痛伴活动障碍的
年轻患者，实施了“股骨头坏死
髓芯减压+病灶刮除+多孔生
物陶瓷棒置入术”。术后第二
天，患者髋关节疼痛不适明显
减轻，复查结果显示：植入的陶
瓷棒及颗粒已与骨融合一体。

这名患者影像学检测提示
双侧股骨头坏死，保守治疗效
果不佳，医生建议关节置换。
由于对置换手术的恐惧，家属
多方打听后来到无锡市中医医
院关节骨科求诊。该科副主任
徐兵通过详细询问病史、查体
结合影像学检查，初步诊断其
为早期双侧股骨头坏死，经团
队集体论证，认为患者尚未出
现股骨头塌陷，还有“保头”治
愈的希望，决定为其实施保髋
微创手术治疗。经过周密的术
前计划，在徐兵的带领下，该科
成功为患者实施了“股骨头坏
死髓芯减压+病灶刮除+多孔
生物陶瓷棒置入术”，手术历时
50分钟，切口仅约2厘米，疼痛
逐渐消失，让患者惊喜不已。

徐兵介绍，股骨头坏死是一
种让医生也头痛的骨科疾病，病
因主要包括长期或不规律地使
用激素类药物、髋部外伤史、酗
酒史、减压病史等，病程进展快，
多数患者发病2年左右便出现
股骨头塌陷、骨性关节炎等，致
残率较高，患者只得接受髋关节

置换手术。但是年轻患者置换
髋关节手术，手术创伤大，并发
症多，可能需面临二次手术甚至
多次手术翻修。

多孔陶瓷棒置入这种全新
的手术方式为股骨头坏死患者
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微创治疗途
径。术中通过刮除股骨头坏死
病灶，为血管和骨长入提供三
维空间，混有自体骨泥和骨髓
液的多孔陶瓷棒能诱导和引导
组织再生，并将粗隆部丰富血
运引至坏死区，重建血供和修
复坏死，材料可降解吸收，参与
新骨矿化，实现永久性生物学
支撑，将传统的“保头”治疗发
展到更积极的股骨头复活治
疗，有创伤小、时间短以及术后
恢复快、治疗费用相对低等优
点，尤其适合年轻的早中期股
骨头坏死患者。

利用多孔生物陶瓷棒技术
拯救股骨头坏死，这也是该院
骨伤科自2019年与中华医学
会骨科分会主委王坤正教授顶
尖团队建立合作以来，以太湖
人才计划项目为抓手，紧跟技
术前沿，不断推动微创关节技
术发展，在相继开展微创仰卧
位、侧卧位DAA、微创单髁置
换、AI智能辅助髋、膝关节置
换等多项微创手术后又一项在
无锡市内首次开展的新技术，
为股骨头坏死患者带来福音。

（尤武林）

多孔生物陶瓷棒技术
治疗股骨头坏死

避免置换术后可能出现的二次手术甚至多次翻修

为保障居民群众“菜篮子”安全，云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持续对辖区内农贸市场开展每周一次的监测采样。采样工作
重点针对农贸市场内的销售人员、摊位食品用具和各类环境样
本展开，为辖区居民的健康和安全保驾护航。 （蔡晨 摄）

“这么简单的题目你还不会？
怎么学的？你真笨！再这样下去
我要‘心梗’了！”随着期末考试的
临近，初二学生小明和妈妈几乎每
天晚上都要争吵。无锡市精神卫
生中心临床心理科王国强主任医
师介绍，最近因为辅导孩子作业而
感到头疼、困惑甚至害怕而前去咨
询就诊的家长明显增多。他提醒，
家长摆脱“恐辅症”最根本原则是
要发挥孩子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王国强介绍，“恐辅症”是指家
长辅导作业像渡劫，一辅导就情绪
失控的一种症状，它是家庭亲子关
系不良的一种表现，我国有八成以
上学生父母有“恐辅症”。尤其是
到了期末阶段，孩子马上要考试，

家长出现的“恐辅”症状就会进一
步恶化，有的不得不求助心理医
生。小明平时是乖乖男，母亲平时
也很温和，但就是在辅导作业上，
母亲显得很强势。再加上小明处
于青春叛逆期，母亲好说好话，小
明往往不会“照单全收”，总惹得母
亲生气。“你想气死你妈，你有好日
子过了？”小明听闻此话思想包袱
也很重。小明的父亲也迷茫：“不
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
狗跳，这对母子可怎么办？”据悉，

“恐辅症”的家长不是气伤自己，就
是动辄打骂孩子，家庭气氛、亲子
关系因为辅导作业而变得异常紧
张。

为什么辅导作业家长会出现

“恐辅症”？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临床心理科曹磊明副主任医师分
析，首先是家长没有调动孩子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其次是家长急躁、
焦虑，再加上家长没有针对孩子个
性、智力、心理、学习情况合理制定
目标，辅导孩子时的方法不对等
等，极易在辅导作业的时候产生冲
突，形成家长和孩子的不合拍，使
双方都受到伤害。

对此，专家表示，家长不妨“退
一步”“懒一点”，让孩子发挥学习
的主体作用，家长退居辅助地位。
家长也要调节好情绪，不要把工作
中的负面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
家长辅导作业时，可以先和孩子谈
谈心，掌握孩子的作业量，难易程

度，千万别在一旁催促“快点写啊”
“别磨蹭啊”，因为这种话说多了，
会令孩子烦躁，起不到任何效果。
相反，可以换种措辞，比如告诉孩
子“写作业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今
天完成不了，那明天学习计划就会
增加”，以此提醒孩子认识到，自己
要承担行为的后果。家长还应了
解孩子的性格、兴趣、特长以及智
力水平，甚至坦然接受孩子将来成
为普通人的现实，不可不切实际要
求孩子，更不能把自己没有实现的
愿望强加到孩子身上，要引导孩子
学会脚踏实地，从实现一个个生活
和学习上的小目标做起，逐渐实现
人生的大目标。

（卫曦臻）

辅导孩子作业，妈妈气到要“心梗”
心理医生认为教育方法不对容易引发焦虑症状

一键搭上“健康快车”，孝仁芳华父亲节福利

◆文山三七批发价每克0.17元（3斤起批）

◆长白山西洋参批发价每克0.59元（2斤起批）

◆铁皮石斛批发价每克1.5元（1斤起批）

大别山长寿村孢子油三萜含量高达15%，买三盒再送三盒，一

粒只要5块5 ！大别山长寿村孢子粉多糖含7.1%，总三萜
4.1%，买三盒送三盒，一年用量，每天不到9块钱！蜂胶买
两盒送两盒，一年用量，每天仅需6块6！另外，文山三七、长白山
西洋参、霍山石斛等数十种滋补品，源头批发、产地直供、帮您省钱！

打造平价滋补品卖场 / 缔造中式滋补新一代

广告

第一、规模大 800平米滋补区、1600平米综合

服务区，一站式备齐数十种滋补品。

第二、品质有保障 孝仁芳华种植基地环境要

求极高，水质、空气质量等指标达到要求才能种植。

第三、价格有保障 孝仁芳华门店销售的滋补

品直达产地，没有中间商，同等品质我们价格更优惠，
助力全民养生大计！ 活动时间：6月14日至6月 23日 活动电话：400-807-1618

活动地址：孝仁芳华旗舰店——人民东路19号东林广场往东100米（老国联证券）

致敬父亲节，满2000元送西洋参8支自 5 月 20 日
起，锡城首家孝仁
芳华平价滋补品大
卖场在人民东路正
式营业以来，无锡
市民对于在家门口
也能买到平价、放
心的滋补品也是赞
誉满满！

“爸”气十足，新店开业

传承孝爱，秀出“爸”气 锡城首家孝仁芳华旗舰店 致敬“父亲节”
花式花式““炫父炫父””，，我的超级老爸我的超级老爸

（父亲节照片征展活动）

内容（一）：我最“爸”气的父亲
这张照片可以是你和他的合影，可以是全家

福里辣眼的父亲，也可以是父亲日常生活的瞬间
抓拍，也可以是你眼中最“爸”气的一张近照。

参与方式：1、即日起发送【我最“爸”气的父
亲】或【“全家福”】照片至孝仁芳华邮箱：
3341743769@qq.com、1169036604@qq.com ，
并附说明，联系方式等。 2、登录孝仁芳华公众
号，观看照片展，进行投票。 3、参与活动的网友，
照片一经采纳，前20名即可获得：（1）我最“爸”气
的父母相框照片；（2）父亲节伴手礼大礼包；（3）报
纸版面刊登名额。活动截止到6月 23 日

内容（二）：6·19彩虹公益
在父亲节来临之际，孝仁芳华联合无锡报业

融媒致敬“父亲节”—— 6.19元可拍一张“我与父
亲”的照片（“全家福”或单人照均可）。活动时间：
6月14日-6月23日 活动人群：为人父者 参与
方式：到达孝仁芳华旗舰店，报名登记信息拍照，活
动完成后即可领取照片。

买孢子油和孢子粉满2000元送加拿大稀少超大8年生西洋参8支，整
支参营养保留更全面，每一支精挑细选，每一支足足有30克，每一支都元
气满满，浆气足，不干瘪，不空心，参味浓郁，微苦回甘，支支精选！父亲节

献礼100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另外，任意消费就 送 孝仁芳
华背包1个！






父亲是一本书，没有华丽的词句，却
有道不尽的真实。“父爱如山”，爸爸在我
们心中像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为我们的
成长保驾护航，爸爸的肩膀也成了我们成
长路上的坚实依靠。时光飞逝，爸爸也在
随着时间逐渐老去，所以在父亲节来临之
际，孝仁芳华联合报业融媒致敬“父亲
节”。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让这份
爱，在父亲节期间“双向奔赴”！

大别山长寿村灵芝孢子油，三
萜含量高达 15%，买三盒再
送三盒，一粒只要5块5

灵芝自古在民间就被称为“仙草”，其中，
灵芝孢子粉与灵芝孢子油浓缩了灵芝中的精
华成分。

那要如何鉴别呢？
一看产地，产地是品质的保证，我们的

灵芝产自大别山。
二看品牌看企业。孝仁堂历时15载，

为无锡健康养老产业付出了无比的艰辛和努
力，我们付出的心血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我们
以孝心为先，急老人所急，实惠是我们追求的
永恒主题，也是孝仁堂职责所在，孝仁芳华旗
舰店是孝仁堂，进一步延伸的一项服务。

三看标准含量。我们的孢子油国家认
证三萜含量高达15%，孢子粉多糖含7.1%，总
三萜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