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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有了名中医，“陆氏针灸”专家团队入驻新泾
4月 17 日，“吴耀持教授专家

团队工作室”在上海神州医院启动
成立。
“吴耀持教授团队工作室”由

著名中医脊柱病专家、上海市针灸
临床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委、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陆氏针灸”
第四代入室弟子、上海市第六人民
医院针推伤科主任吴耀持教授牵
头组建成立。“陆氏针灸”疗法产
生于清末明初，是我国近现代国内
外影响最大的针灸流派之一。
工作室主要专家成员近年来

在运用中医针灸推拿骨伤等技术

治疗颈肩腰背痛、肩粘连、各类骨
关节病、中风后遗症与神经损伤后
康复、疑难复杂性面瘫、小儿脑瘫
斜颈、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以
及亚健康养生调理等方面已积累
丰富经验，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行业内有很高知名度。
工作室正式启动后，神州医院

将依托“吴耀持教授专家团队工作
室”优质医疗资源，名家中医定期
到神州医院坐诊、授课、指导，建立
业务上的紧密联系，搭建弘扬传统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的新平
台，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促进居

民群众健康生活，使神州医院的住
院患者及周边居民可以得到名家
中医有效的、高水平的诊疗，将中
医药擅长治慢性病、治未病，其
“简、便、验、廉”的特点和优势在
社区长足发展。
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葛敏主

任表示：“上海神州医院要依托名
家中医，提升工作室的整体影响力，
依托上海市多家医院专家，拓宽中
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的新渠道，加强
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促进机构内中
医板块的教研发展，更好的深入基
层社区，服务于长宁区西部百姓。”

【同仁大讲堂】

探秘慢性鼻窦炎的诊治
最美人间四月天，四月也是鼻

部疾病高发的季节。为提高公众对
鼻部健康的关注，每年四月的的第
二个周六，被定为“全国爱鼻日”。
今年的“爱鼻日”就让我们一起来
认识困扰了很多人鼻部健康的“鼻
窦炎”。
头痛、流涕、鼻塞这些症状，相

信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很多人都觉
得应该是“感冒”了，岂不知这些都
是鼻窦炎的典型表现之一。
李先生就因反复头痛多年，长

期治疗“偏头痛”都没有改善，于是
来到上海市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
就诊，专科医师仔细询问病史后，
发现头痛的位置在左侧额头，时有
鼻塞和流涕。通过鼻内镜及鼻窦
CT检查发现，李先生由于鼻中隔
左侧高位偏曲，阻塞了左侧上颌
窦、筛窦、额窦的“门”，从而导致了

鼻窦炎的发生。于是，为李先生进
行了鼻内镜手术治疗后，鼻窦紧闭
的“门”疏通了，他的多年头痛也终
于消失了。

究竟什么是鼻窦炎？
首先，了解鼻窦炎要先从了解

鼻窦开始。
鼻窦是位于颅骨内与鼻腔相

通的空腔，表面有一层呼吸上皮黏
膜。成人有四对鼻窦，左右对称，正
常生理状态下，鼻窦的“大门”出于
“打开”状态，向鼻道引流。

鼻窦炎是鼻窦黏膜的炎症性
疾病。鼻窦炎发作时，鼻窦的“大
门”被迫关闭，“鼻窦炎”便藏匿在
鼻窦暗中作祟。按照症状体征发生
和持续的时间可分为急性鼻窦炎
和慢性鼻窦炎。
急性鼻窦炎：我们平时所谓的

普通感冒，如果继发鼻窦黏膜感染，
就可能导致急性鼻窦炎了，主要表
现为鼻塞、流脓鼻涕。急性鼻窦炎严
重时可累及骨质和周围组织及邻近
器官，可能引起眼眶疼痛、耳痛、头
痛等邻近部位的并发症。
慢性鼻窦炎：当鼻窦炎病程超

过 12 周，便容易迁延为慢性鼻窦
炎，便大大增加了治疗难度，症状
反复，慢性鼻窦炎的临床表现主要
有局部症状和全身症状，局部症状
有：长期的鼻塞、脓涕、头痛或局部
疼痛、嗅觉减退甚至消失，更有甚
者可能出现视力减退等眼部症状。

得了鼻窦炎怎么办？
鼻窦炎检查方式主要有前鼻

镜检查、鼻内镜检查、CT 检查。因
为鼻窦是包含在头颅骨里，尤其需
要拍CT检查明确。

鼻窦炎治疗方式主要有：
（1）清洁鼻腔：鼻腔冲洗、正

确擤鼻；
（2）鼻外用药：鼻用糖皮质激素。

注意市面上有国产或进口的鼻内用减
充血剂，使用时间不能超过1周；
（3）口服用药：抗生素、抗变

态反应药物、脱敏治疗，黏液溶解性
祛痰药物、止痛药物、口服激素；
（4）其他治疗：中医中药疗法。
（5）手术治疗：鼻内镜手术内

镜引导下开放窦口、清除病变、局部
引流。
预防鼻窦炎可以通过增强体

质、改善生活和工作环境、预防感冒
和其他急性传染病。如果伴有全身
性疾病，应积极治疗原发病，并及时
合理治疗急性鼻炎及鼻腔、鼻窦、咽
部和口腔的各种慢性炎症疾病。

（同仁医院供稿）

【好书推荐】

《不可思议的角蝉》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丸山宗利
在美国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史博物
馆工作期间发明了深度合成摄影
法，进行了各种昆虫的拍摄。本书展
示了作者拍摄的形态各异、具有不
可思议的角 138种角蝉图片。这些
体长 2～ 25 毫米左右的小昆虫，进
化出了形态各异的角，简直就像是
奇幻世界。本书充分反映了生态多
样性，让人大开眼界。本书以图片为
主，展现了具有尖锐、膨胀、新月型
等形态各异的角的角蝉，完整呈现
出它们的精细之美。

《看得见看不见》

内容简介：我是一个宇航员，我
的工作是探索不同的星球。这次，我
来到了一个新的星球，这里的人有
三只眼睛，能同时看见前面和后面。
外星人发现我只有两只眼睛，非常
惊讶：“你看不见自己的后背吗？你
怎么走路呢？”在三眼人星球上，我
成了“看不见”的那一个……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有的东西只有高个子才能看到，有的
东西只有矮个子才能发现；有的事情
只有朋友多的人才能做到，有的事情
只有喜欢独处的人才能体会；有的事
情只有大人才明白，有的事情只有小
孩才懂……遇到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时，我们会有点紧张。不用担心，只要
互相聊一聊各自的快乐和烦恼，就会
发现对方的世界很有趣！

【乐业新泾】

上海精将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行政人事

要求：本科学历，25 至 40 周
岁，做五休二
月薪：6000 至 7000 元

上海东谙华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设计师助理

要求：中专学历，28 至 45 周岁，做
六休一
月薪：4000 至 5000 元

上海长宁橄榄树托育有限责任公司

育婴师

要求：大专学历，22 至 48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6000 至 7000 元

上海长凝鑫绿社区四保公益服务社

小区保安

要求：初中学历，60 周岁以下，做二
休二
月薪：2680 元到手

上海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助理

要求：大专学历，18 至 30 周岁，做
五休二
月薪：5000 至 8000 元

上海万宏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护理员

要求：初中学历，55 周岁以下，
做六休一
月薪：5000 至 6000 元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52160606-2007

百年风雨兼程，世纪沧桑巨
变。为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新泾镇特举办摄影比赛，以图片形
式，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
一、活动主题
“百年荣光 镌刻辉煌”新泾

镇庆祝建党百年摄影大赛
二、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新泾镇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新泾镇服务办、新

泾镇社区文化事务中心
协办单位：新泾镇图书馆

三、征稿时间
即日起———2021年 5月 30日

四、作品要求
围绕庆祝建党百年的主题，展

示在党领导下的城市建设成就，展
现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处处欣欣
向荣的场景，具体如下：
1、建设成就类：建筑景观以及

交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方面

的建设成就。
2、美好生活类：通过记录衣、

食、住、行，教育、文化等方面变化的
生动照片，反映人民群众意气风发的
精神风貌和无限美好的幸福生活。
3、美好生态类：展现美好的生

态建设和风光景观。
五、参赛细则
1、参赛作品必须为本人原创，

内容真实，谢绝提供电脑创意和改
变原始影像的作品（照片仅可作亮
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的适度调
整，不得作合成、添加、大幅度改变
色彩等技术处理），参赛作品若涉
及著作权、肖像权等问题，由作者
自行解决。
2、单幅、组图、系列均可，要求

jpg格式，文件不小于 2MB。
3、每位参赛者作品限投累计不

超过5件。（1件单幅摄影作品或1
组摄影作品均视为1件作品）。
4、作品须附百字内简介。
5、主办方有权在后续活动中

无偿使用本次比赛的获奖作品。
六、奖项设置
一等奖 2名，二等奖 4名
三等奖 6名，优秀奖 10名

七、投稿方式
作品 + 作者 + 百字内作品简

介，以邮件形式发往 xjztsg@163.
com 邮箱，邮件请注明“新泾镇摄
影大赛投稿”。
联系人：孙逸波
联系电话：33030665

八、评选
本次大赛将邀市级专业评委组

成评委会，对参赛作品进行评选，评
委会拥有本次评选最终解释权。

【活动征集】

新泾镇庆祝建党百年摄影大赛征稿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