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血迎新年

1 月 9 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 13

楼人头攒动。2016年新年无偿献血活动吸引

了医院531名员工踊跃报名。据悉，该院每年

都会组织无偿献血活动，这项“老传统”已经持

续了几十年从未间断。从医生、护士、机关干

部，到后勤工人、保安、实习学生、食堂厨师均

积极加入到献血队伍当中，医院不少员工都是

无偿献血的“老人”了。

（康乐荣 叶萌 记者 廖晓生）

@微话题

寻医问问药 ............................................................

@“亚述”：好几年都不生冻疮了，现在
手脚耳朵都冻，脚相对严重一些，好在没
破，就是痒。

@“娅雨”：我整只手背都浮肿了，晚上
睡觉又疼又痒，好不容易在被窝里捂热了结
疤了，第二天风一吹又裂了，周而复始。

@“飞扬”：我的脚趾头都长满了冻疮，
又痒又痛又肿，长冻疮到底是用滚烫的热
水泡好还是用冰水泡好？有些人说热水
好，有些人说冷水泡了就会好。有没有什
么办法可以治疗冻疮，分享一下吧。

@文晓懿（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主
治医师）：冻疮是冬天极为常见的皮肤病。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每年有两亿人受到

冻疮的困扰，其中主要是儿童、妇女及老年
人。冻疮一旦发生。在寒冷季节里较难愈
合，要等天气转暖才会逐渐愈合。欲减少
冻疮的发生，关键在于入冬前就应开始预
防。

如何防治冻疮？首先，市民可以进行
耐寒锻炼。在寒冷的环境中进行较长时间
的锻炼之后，机体可发生一系列生理和生
化方面的变化，能提高御寒能力。耐寒锻
炼应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衣着保暖干燥，
冬衣宜宽松、温暖，外出时应戴好帽子、围
巾，头和脖子比起身体其他任何部位散热
更快，不要让脸部和耳朵露在外面。保护
好手、脚，连指手套比有指手套更保暖，足

汗多的人要及时更换干燥鞋垫。出门前不
要洗热水澡，否则会使身体表面血管扩张，
加快体内热量散失。

其次，要注意改善饮食结构。营养不
良、贫血、虚弱者应摄入高热量、营养丰富
及易于消化的食物，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
抵抗力。但不宜饮酒，因为饮酒后常不注
意防寒，而且会增加机体散热。此外，还可
以进行局部药物治疗。对冻疮皮损未破
者，可擦冻疮膏、樟脑软膏或猪油蜂蜜软
膏。冻疮破损处，若合并感染者，需到医院
就诊，必要时联合系统用药，或联合中医中
药治疗。

（叶杰 记者 廖晓生）

冬季谨防冻疮困扰

[来电]
市民熊先生：我爸爸有高血压，

一直在吃降压药，血压基本稳定。但
是昨天早上他却突然晕倒了，紧急送
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脑卒中。我是
第一次听说这个病，请医生给我讲讲
这个病的治疗方法。

[问询]
南昌大学二附院康复科刘昊主

任：在我国，脑卒中已成为当今严重
危害中老年人生命与健康的主要公
共卫生问题，其发病率、病死率、致残
率较高。约3/4的患者有不同程度劳
动丧失，生活需要照顾，给患者、家
庭、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随着康复
医学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及早期介
入，各种后遗症的恢复率、病死率均
有明显的提高。因此，康复治疗对脑
卒中患者很重要。

脑卒中会使局部脑组织受到损伤，
使其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但人的大脑
有高度的重组能力和可塑性，而这种重
组和可塑能力与康复训练有密切关系，
康复训练越早、越充分，受损大脑功能
恢复的越明显。早期的康复训练可促
进神经侧支循环或神经轴突触联系的
建立，对侧大脑半球的功能代偿及功能
的重组有帮助作用。况且，早期康复可
以减少肺炎、压疮等并发症，提高患者
战胜疾病的信心。因此，积极开展急性
脑卒中患者的早期康复训练，无论是对
降低病人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提高生
活自理能力及运动功能，还是防止合并
症的发生，都有重要意义。

（姜红辉 记者 廖晓生）

康复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很重要

南昌大学二附院
开辟微创技术下治疗胆囊癌新途径

本报讯 日前，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功为
一名患者实施完全腹腔镜下胆囊癌根治术。该例
手术的成功实施，开辟了我省微创技术下治疗胆囊
癌的新途径。

患者付女士住院后，经专家会诊为胆囊癌。
该院专家介绍，胆囊癌的发病率在消化道肿瘤中
居第 5位，在胆管系统中更是高居首位，恶性程度
极高，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诊断困难。早期胆囊
癌经治疗后5年生存率可达95%以上，而且手术是
目前唯一能根治的手段。“传统的胆囊癌根治术均
采用开腹，随着腹腔镜技术不断发展，我们认为医
院的腹腔镜胆囊癌根治术技术上可行。”该院相关
主治医生告诉记者，该院经过周密的术前准备，成
功完成了腹腔镜下胆囊癌根治术，为江西省首
例。术后随访，病人生活状态良好，无复发及转移
迹象。 （记者 钟端浪）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15年出生15000个健康试管宝宝

本报讯 经过 15 年的发展壮大，江西省妇幼
保健院辅助生殖中心已成长为国内一流、省内领
先的辅助生殖中心。截至去年 11月，该中心已出
生健康试管婴儿 15000 余个，目前仍有 3429 例患
者在继续妊娠中。

目前，该中心已获得了第三代试管婴儿试
运行资格并正在着手开展，将为更多有遗传性
疾病和单基因疾病患者进行辅助生殖技术提供
保障，为不良孕产史和高龄的患者带来福音。
该中心门诊不断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服务质量，
提高工作效率，全科医务人员放弃周末、节假日
休息时间，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去年该中心
接诊的患者达到了 9 万余人次，新鲜周期试管婴
儿周期数突破了 5000 例，解冻周期 2000 余例，总
治疗周期 7000 余例，治疗周期数在全国名列前
15。新鲜周期的临床妊娠率为 66.88%，解冻周
期临床妊娠率为 60.7%，再创历史新高，赶超全
国领先水平。 （徐 华）

南昌市第一医院眼科学
荣登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琅琊榜”

本报讯 日前，“第二届中国医学科学发展论
坛暨2015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发布仪
式”在北京举行。南昌市第一医院眼科学荣登
2015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榜。

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评价从医院科技影响力
入手，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展系
统、客观、全面的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评价研究，
旨在形成激励医学科技创新的正确导向，促进医
学科技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为提高医疗质量水
平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南昌市第一医院眼科
是南昌市名科，眼视光学是全省领先建设学科，开
设有眼表疾病、屈光手术治疗中心、白内障、青光
眼、眼底病、眼外伤和眼整形、小儿眼科、斜弱视、
新生儿眼病筛查及防治中心等十余个临床专科。

（胡根容）

南昌市第三医院
PICC置管术为早产儿保驾护航

本报讯 南昌市第三医院新生儿科自 2014 年
3月起开展PICC置管术，截至2015年12月共开展
实施置管37例，其中体重最小为2例930g的患儿，
均置管成功。

据介绍，早产儿特别是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
出生后早期胃肠摄入少、喂养不耐受及经口喂养热
卡摄入严重不足需全胃肠外静脉营养，常要进行反
复的静脉穿刺，为患儿提供中长期或刺激性药物的
静脉输液治疗。经外周中心静脉置管(PICC)以其
操作成功率高、留置时间长、安全性好、导管相关感
染率低，能有效减少反复穿刺的痛苦，可为早产儿
提供安全、长期的静脉通道。PICC能有效保证患
儿的营养支持需求，利于体重增长及病情恢复，是
早产儿特别是极低、超低体重儿的最佳静脉通道，
为长期静脉高营养及抢救治疗提供了一条理想的
途径。 （廖 静）

............................................................健康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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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2015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陈日
新和其他获奖同仁一道走向主席台，从国家
领导人手中接过奖励证书。“陈日新团队”发明
的热敏灸技术，荣获 2015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为此，陈日新也由幕后走向台前，倍受各
界关注。

故乡的召唤

1977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
陈日新考取了江西中医学院(江西中医药大学
前身)，开始了他与江西中医的不解之缘。
1982年，他又考取了安徽中医学院针灸专业
的研究生，开始结缘针灸学科。

在安徽中医学院，陈日新得到了全国著名
经络学者孟昭威教授的悉心指导，并为其后来
的学术和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日新回
到了母校江西中医学院，在针灸教研室工作。
作为临床学科，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疗效。
而提高针灸疗效的方式，就是要进一步激发经
气，推动经气运行，使之“气至病所”。

如何更好地激发经气，是用针还是用灸？
陈日新最终选择了提高灸法疗效作为攻关对
象。“其实针和灸各有利弊，用针刺激发感传，
业界人士做得比较多，有很多成果可以借鉴，
但临床有部分病人畏针，这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这种疗法的适用人群；而用灸法激发感
传，虽然治疗对象几乎可以不受限制，但研究
缺少理论支持。”因为前人在灸法方面的研究
十分欠缺，对陈日新来说，这是一条别人没有
走过的路。

近年来，中医临床出现了重针轻灸，甚至
弃灸的现象。陈日新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
原因可能是，对于临床医生来说，艾灸治疗比
较麻烦，一对一的治疗大大增加了医生的工
作量，不像针刺，扎好一个病人，在留针的过程

中，又可以治疗下一个病人。另外，艾灸治疗
会产生烟雾，这也可能是限制其临床运用的
一个原因。

“尽管这些客观上的不便确实存在，然而
根据临床经验，我还是始终相信，灸疗具有针
刺不及的效果，这一古老的技术即使在医学
如此发达的今天，仍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陈
日新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最终选择了从灸法
入手，激发经络感传。如果研究结果能像我
们期待的那样，艾灸穴位确实能像针刺一样
激发感传，气至病所，那就意味着艾灸的疗效
极具挖掘潜力，小小艾条将有可能开辟人体
机能调控的一片新天地。”

艰辛的求索

这是一次艰辛的探索之旅，陈日新整整
跋涉了20年。

陈日新在临床中发现，灸疗时有的穴位
悬灸不久，病人就会灼热难耐；而有的穴位虽
火力更大，病人不仅不觉得烫，还感觉舒爽。
原因就在于 70%患者灸疗时会出现透热、扩
热、传热、非热觉等6种奇特现象，而健康人出
现率为10%左右。

这是现代医学尚无法解释的奇异生命现象！
然而，发现现象只是良好的开端，透过表

象寻找本质并运用到临床实践中，却要付出
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人体对热的感传，到底是热起了作用还是
艾燃烧起作用？为了解释这种平常现象，在长
达两三年的时间里，陈日新做了无数次艾条替
代实验，遭受了数不清的失败打击。因为经费
紧张，他与南昌大学电子系、省机械工业设计院
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自己设计电脑程
序、自己动手制作试验工具。

在做艾灸调节人体胃功能的实验中，光
体表检测实验就做了两年。实验效果如何，
从自己的身体开始，陈日新不记得多少次将

胃管插进了自己的鼻子，然后注入染料到胃
腔。陈日新也记不清有多少次半夜三更起
床，冒着凛冽的寒风，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提取
胃功能数据，而这时，学校的大门已经关闭，他
只能冒着危险爬铁门进去。有一次被值班的
门卫发现了，门卫一开始以为是小偷，发现是
陈日新后，门卫怎么也想不通。

原创热敏灸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量的科研攻关
和临床实践，2006年，陈日新和他的团队终于
拥抱成功——创立热敏灸新疗法。

“陈日新团队”在继承《内经》腧穴敏化理
论的基础上，发现了灸疗特异性穴位——热
敏穴位，创立了辨敏施灸的热敏灸新技术，建
立了“敏消量足”的灸量标准，提出了“腧穴敏
化”、“灸之要，气至而有效”等学说，构建了热
敏灸理论体系，为临床灸疗和科学研究带来
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大量的临床实践表明，凡是人体腧穴发
生热敏的病症，均是热敏灸疗法的适应症。
热敏灸技术在治疗呼吸系统的感冒、过敏性
鼻炎、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病症，消化
系统的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性便秘等；神经
系统的缺血性中风、面瘫、偏头痛、面肌痉挛、
枕神经痛等，生殖系统的慢性前列腺炎、男性
性功能障碍、原发性痛经、慢性盆腔炎等，运动
系统的骨性膝关节炎、肌筋膜疼痛综合征、颈
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网球肘、肩周炎等常见
病、疑难杂症有独特的疗效。

一石激起千层浪。热敏灸一经推出就引起
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中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魏
稼教授对热敏灸作出这样的评价：“新灸法无论
理论、技术和疗效都是针灸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将可能改写中国针灸学篇章。”2006年10月，国
内权威专家作出这样的鉴定意见：“热敏灸疗法
属原始创新技术，并在灸学临床研究方面达到

国内国际领先水平。”同年，热敏灸获准为全国重
点推广技术，且在江西首次成立“全国医疗协作
网”全面推广。2009年，该项目正式获得国家重
大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资助经费
为400万元，填补了江西省医疗卫生领域立项、
主持“973计划”课题的空白。

让“灸”走向世界

因热敏灸不用针、不接触人体、安全有
效、适应症广、无毒副作用，因此备受医院和患
者好评。目前，全国已有27个省、市、自治区
的500余家医院应用了热敏灸技术，治疗患者
350万例。

该项技术大幅度提高了临床疗效，开创
了一条治疗疾病的内源性热敏调控新途径，
形成了“北看天津针、南看江西灸”的发展新格
局，每年带动全国灸疗养生保健、艾条和灸具
研发、生产及销售等近千亿的产业发展，为缓
解当前重针轻灸局面，振兴灸疗学术作出了
积极贡献。目前，陈日新正致力于将这一疗
效显著的热敏灸技术向全球推广，造福人类
健康。

2010年，热敏灸技术在上海世博会上成
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唯一向全球推广的传统
医学项目；2011年，创办了全球首家热敏灸医
院；2014年，组建了江西省中医康复（热敏灸）
联盟，探索建立中医医疗联合体，全省已有20
家医院成为联盟成员单位；2015年10月，世界
中医药学会成立热敏灸专业委员会；2015年，
先后在葡萄牙和枣庄市中医院合作开办了首
家海外分院和省外分院。

如今，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又启动了
“热敏灸+”计划，即热敏灸+各临床科室：热敏
灸技术走进各临床科室，与肛肠科、骨科、妇科
等临床科室优势病症相结合，通过充分发挥热
敏灸的疗效优势，构建科室核心竞争力，推动医
院各科室学科专科建设和学术发展。

让传统灸疗凤凰涅槃
——记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热敏灸技术发明人陈日新

沈德森 本报记者 钟端浪

进入冬天，不少市民饱受冻疮困扰，或红肿疼痛，或奇痒难忍。网友“千千结”说，她每到冬
天就会生冻疮，让她感觉很苦恼。这不，无奈的她只好发帖求助，不少网友“感同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