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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成为“吉林省眩晕医学联盟”成员单位
（通讯员 张水生） 9 月 23 日，吉林

省眩晕医学诊治推广专科联盟成立大会召

开，我院老年病科孙莉副主任出席大会并

受聘为常务副理事长，在眩晕医学联盟理

事长中，孙莉是唯一的中医专家，同时我

院也成为“吉林省眩晕医学联盟”成员单

位。

吉林省眩晕医学诊治推广专科联盟联

合了省内三级医院 42 家、二级医院 33

家、社区医院 1 家，涵盖了神经内科、

耳鼻喉科、中医科、精神心理科、老年

病科、脑病科、骨科、急诊科、康复科、

内科等医务人员。理事会理事长由吉林

大学白求恩医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神经内

科冯加纯主任担任。该联盟旨在为从事

眩晕工作的同道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

台，创造不同临床学科医师间相互学习

的机会，一起探讨眩晕疾病诊疗进展，

共同规范检查操作，提高判读能力，并

组织病例讨论和业务学习，促进吉林省

眩晕疾病诊治水平。

会上，联盟为包括我院在内的首批 20

家符合资质的医院授牌，国内眩晕领域著

名专家西京医院韩军良教授、上海长征医

院庄建华教授、北大医院杨旭教授、北京

协和医院蒋子栋教授、我院老年病科孙莉

副主任及众多省内眩晕领域专家进行了精

彩的学术演讲。

孙莉副主任作为唯一的中医专家，在

全国具有影响力的西医眩晕联盟大讲台

做精彩演讲。她从如何更规范地进行前

庭功能检查、如何正确解读检查结果和

经典的变温试验、转椅与纯音测听、新

型的甩头、VEMP、姿势平台以及主观垂

直视觉等方面讲起，赢得了全场阵阵掌

声，得到了与会专家和学者的一致好评。

我院老年病科眩晕诊疗单元拥有红外

视频眼震电图仪、静态平衡仪、冷热气刺

激仪、甩头试验仪、VEMP 仪、电耳镜、

电测听仪、声阻抗检测、眼底照相等先进

设备，价值 200 余万元，设备种类及设备

质量为全省之冠，眩晕诊治水准已处于国

内领先水平。

目前，我院眩晕门诊在项颗主任的带

领下，正在逐步完善，蓬勃发展，并为我

省眩晕医学的不断发展壮大跻身全国眩晕

领域最前列做出积极的贡献！

专家委员共探心衰“防”与“治”
（通讯员 张晓华） 9 月 27 日， 2017

年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心衰防治

与康复管理培训班暨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心

衰防治专业委员会一届四次学术会议在长

春召开。本次会议由省中医药学会主办、

省中医药科学院承办。

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心衰防治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淑荣教授出席并做年度

总结报告，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副院长李立新、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朱桂祯出席会议并分别讲话。培训班

邀请了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病中心

主任邓悦教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脑病科主任赵德喜教授、省中医药科学院

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副主任医师周淑平、

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心病科副主

任医师张晓华做学术报告。来自全省心血

管病专业的医务工作者及住院医师规培学

员 150 余人参加培训。

防治结合是目前中医治疗心衰的特

色与优势，防重于治。邓悦教授从“微

血管性心绞痛中医药治疗特色与优势”

进行论述，强调在临床中有很大一部分

患者查冠状动脉造影无狭窄，或者狭窄

不足 50%，但却反复出现胸痛，尤其是

女性及糖尿病患者，其实这一部分病人也

是心绞痛，属于微血管性心绞痛，若不积

极治疗也可演变成心梗、心衰。故早期诊

断及治疗可以预防心梗、心衰的发生。赵

德喜教授以 “从少阳论治失眠”为题进行

讲解，分享了他在临床工作中应对长期失

眠患者的具体方法及应用柴胡类方药的用

药体会，为学员们在临床工作中治疗失眠

病人提供了新的用药思路。周淑平副主

任医师做了“容量管理在心衰治疗中应

用”的报告，她从减轻心衰容量负荷方

面讲述了药物治疗与非药物治疗的具体

应用。张晓华副主任医师将心病科多年

来治疗冠心病心衰的诊疗方案进行归纳

总结，她详细介绍了“老年冠心病慢性

心力衰竭治疗与康复方案”，方案实用性

强，疗效确切，安全方便，投入成本低，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良好。

本次培训搭建了我省中医药防治心衰

领域一次学习交流的平台，学员们相互学

习，相互交流沟通，进一步促进了我省中

医药防治心衰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

我省中医药防治心衰的水平。

吉林省药学会药剂专业委员会 2017年学术会议在我院召开
（通讯员 刘建璇） 9 月 28 日，由省

药学会主办，我院承办的“吉林省药学

会药剂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学术会议”在

我院科研中心召开。来自全省各市州的

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制药企业等

单位的中药科技工作者 70 余人参加会

议。在开幕式上，省药学会理事长徐

飞、省药学会药剂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董方言出席并讲话。

董方言在讲话中对长期以来为我院

建设、发展所给予热心关怀、无私帮助

和鼎立支持的各位专家表示忠心感谢，

对药剂专业委员会发展目标、平台搭建

等做了详细介绍，同时希望此次会议能

为从事中药科研的工作者提供学术交流

平台，为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发挥更大

的作用。

会议特别邀请了省科技厅医药办鲍

成胜副主任主讲了 《吉林省医药健康产

业项目申报解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董政起教授主讲

了 《经典名方相关政策进展介绍及思

考》，省中医药科学院王兆华主任药师主

讲了 《新时期保健食品技术审评要点》，

授课专家还通过问答互动等方式，分享

了工作心得。

本次会议的召开，为科研院所、医

药企业等相关科研人员提供了学术交流

的平台，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和热烈的反响。我院作为

本次会议的承办单位，提升了业内的知

名度，扩大了行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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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病的发生，与饮食

关系十分密切，而且饮食的

宜忌对疾病的演变、转归，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正如 《外科正宗杂忌须知第

十四》 所说：“疮愈之后

……不减口味，后必疮痒无

度。”

一 般 说 来 ， 牛 、 羊 、

鱼、虾、蟹等海腥之物，皆

能动风升痒，故患瘙痒性皮

肤病 时不宜食之，此外，

葱、蒜、姜等辛热之品，对

湿热性皮肤病，亦少食或不

食为宜。病人应避免食用的

食物有某些鱼类、海鲜；酸

辣刺 激性食物如葱、姜、

蒜、辣椒、饮酒等，这些食

物含有的成分均有刺激性，

进食后可引起血管扩张，增

加毛细血管的通透性，使血

管内大量致敏物质 （如组织

胺、 5- 羟色胺、激肽类）

渗出到皮肤中，加重了病

情，一些人患病后食欲减

退，特别喜欢吃葱、蒜、辣

椒等，有些人每天饮酒，这

些都 能诱发或加重病情。

《素问应象大论》 说：“邪

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

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

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

次治五脏。”说明外邪侵犯

人体，可由表入里，由浅入

深，使病情逐步加重。因此，对疾病做到早期

诊断、治疗和护理，以防其变。

冬季，空气干燥，皮肤容易缺水，新陈代

谢较为迟缓，皮脂腺和汗腺分泌也都减少，皮

肤容易变得干燥皲裂，甚至眼周出现很明显韵

小皱纹。脸部一有皱纹出现，就必须特别注意

保养和饮食，要多食用蔬菜、水果，早晚应以

含高水性滋润抗皱的保湿乳液来滋润干燥的皮

肤。此外，还要喝足够的水使体内水分充足。

假若一天喝不到一两升的水，脸部会因缺水而

显得皱皱的。要防止冷空气、冷风对皮肤的刺

激，外出戴好防寒用具。

中医美容学是将美学与中医学相结合，来

研究医学人体美和运用中医方法直接维护、修

复、改善与塑造人的形神美的理论及其规律的

一门科学。中医美容是在人体审美的理论原则

指导下，运用诸如辨证论治、中药方剂、针

灸、按摩、中药护肤品等中医药手段所进行的

美容。中医美容所用的药物主要来源是植物，

这类天然的药物比较西医所用的化学合成类药

品，其对人体多是无害的，安全剂量也大得

多，且经数千年的医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临

床经验；针灸治法是通过针刺、艾灸经络、穴

位，调整各脏腑组织功能，促进气血循行，抵

御外邪入侵而起到美容作用。综上所述，中医

美容是通过调理阴阳气血，扶正祛邪或补气益

血、调理脏腑；或疏通经脉、调精养气；或调

气养气、调神养神等整体性的、标本兼治的技

术实施，因此其作用效果是持久的。可见，安

全长效是中医美容的特点之一。

中医认为，人的容颜美不仅是人们审美的

需要，而且与人的健康长寿密切相关。从医学

美学或中医美学角度认同的人体美，必须是在

健康机体基础上的人体美，而且生命是人体美

的载体，没有生命活力、没有健康的体格便没

有真正的人体美。华佗“年且百岁而貌有壮

容”以及 《神农本草经》 常常提到的“驻容”

是将美容与长寿相联系的。秋天是一个萧瑟的

季节，极易让人多愁善感，人的精神状态、心

理变化是由大脑皮层控制，它可以作用于皮肤

的神经纤维，若心情苦闷、精神萎靡，或长期

感到紧张、惆怅、压抑，会使皮肤血液循环不

良、营养供应不足，使皮肤苍白、黄黑，皱纹

加深、过早衰老。因此，平时要注意调节情

绪，保持心情愉快。

医务科和医保科联手开展院内业务培训
（通讯员 张婷）9 月 29 日 , 我院医务

科和医保科联合组织开展了院内业务培

训，旨在进一步提升全院医务人员的医疗

技术水平、提高为参保人员的服务能力，加

强实习学生、进修生、住培学员的临床实践

水平。

培训由软伤疼痛科王丹辉主任医师和

医保科白云，分别为大家讲解了《维生素

D 缺乏的诊断与治疗》与《2017 年新版药

品目录使用说明》。王丹辉从骨质疏松的

发病机制、骨老化的过程、钙和维生素是

骨质疏松治疗基础用药、维生素 D 和肌肉

能力等方面声情并茂的为大家讲授，赢得

了大家阵阵的掌声。白云从新版药品目录

“补缺、选优、支持创新、鼓励竞争”的政

策思路，对工伤保险用药、儿童药、创新

药、重大疾病治疗用药和民族药予以重点

考量和支持等方面进行讲解。

此次医务科、医保科联动，携手举办培

训，是一种新的尝试，开启了新的院内业务

培训模式，今后将秉承动则思辨，学会谋动

思辨，以现有条件最大化满足临床需要，夯

实基础，谋变进而不止，全面提升我院整体

医疗水平。

朝露清晨人头攒，素装翩翩呕肝胆。
神农一鼎悬壶济，弄巧纤手克万难。

———我院保健食品注册检验机构近期工作纵览

按照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和 《检

验检测资质认定评审准则》 要求，省质量技术监督将

定期组织开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监督检查 （简称

飞行检查）。飞行检查组织方式严密，检查过程严肃，

事先不通知被检查机构。为了做好迎检准备，在 7-8

月份，院保健食品注册检验机构成立检查组，对机构

的质量体系进行了多次内部检查。

首先，检查组对体系文件及运行记录进行了全面

检查。其次，对检验检测工作涉及的人、机、料、法、

环的有效性、可溯源性进行了检查，重点核查了试药、

试液及标准物质的标识、使用及管理情况。再次，对

超资质的检测活动进行重点检查，以便及时进行增扩

项，扩大机构的检验检测能力。期间，检查组成员还

对今后工作中的完善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机构和

提高检测能力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良好建议。另外，李

伟所长进行了题目为 《保健食品相关法律法规的解读

和宣贯》 的报告，机构全体人员参加，鼓励其他人员

参加，旨在进一步提高检验人员的综合能力，规范检

验工作。机构内部还专门组织部分人员赴外单位考察

学习，了解、熟悉兄弟单位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心得，

正应了这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次检查后，检

测室人员吸取了检查组的意见和建议，为未来发展制

定了更加周密的计划，强化了机构的规范运行，提高

了质量管理水平和检验检测水平，以迎接飞行检查。

习主席曾引用古语“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意义是说国家的发展问题没有穷尽，也没有人能给出

正确答案，它的推动力就是扬帆起航的魄力和勤劳笃

行的实践。保健食品检验工作对我们是新生事物，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将成为健康产业发展的

常态。前路漫漫，但我辈信心满满，相信只要不断开

拓进取，定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王兆华）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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