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6 健康365 2015年1月19日 星期一 编辑：路伟 组版：赵春娟 今 日 泰 山>>>>

近日，乳腺癌又成为广大
市民讨论的热点话题，泰安市
妇幼保健院 (市儿童医院 )成人
外科李树河提醒大家，近年来
我国乳腺癌增长迅速，如有发
现早期症状应尽快去医院检查
治疗。

“就目前来看，乳腺癌在女
性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一位。”李
树河主任介绍，并且乳腺癌的
发病率并没有停滞不前，反而
以3%-5%的速度递增，我国大
中型城市，乳腺癌发病率已高
达万分之四以上，上海已近万
分之七。

李树河主任说，我国最小
的乳腺癌患者年仅4岁，“《2013

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最新发
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乳腺
癌新发病例大约达到2 1万，到
2 0 2 1年，乳腺癌患者预计将达
到250万。”李树河主任解释道，
男性也有患乳腺癌的风险，男
女比例约为1:100。

“当乳房出现异常，如肿
块、疼痛、溢液时应及时前往医
院检查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李树河主任建议，乳腺疾病检
查应列入常规体检项目，并且
女性朋友应重视体检，上海肿
瘤医院《中国乳腺癌现状报告》
中显示，在中国只有5 . 2%的新
发乳腺癌是通过定期乳房筛查
发现的，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则

高达60%。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市儿

童医院 )一直以来关注女性乳
腺健康，收到社会各界的广泛
好评。李树河主任说，治疗乳腺
癌方面，他们一直以重视改善
生活质量、提高生活质量为目
的。以手术为主要手段，辅助放
疗、化疗、内分泌治疗、生物与
基因治疗的综合措施效果显
著。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市儿
童医院 )成人外科将继续关注
乳腺健康，为更多的女性朋友
的健康保驾护航。在治疗乳腺
癌方面，专家将合理选择个性
化治疗方案，比如保乳术、前哨
淋巴结活检、乳房再造等。

“我们将开展外科和影像
学相结合的方法，确定乳腺癌
最合理的治疗模式，也就是新
辅助化疗、合理手术治疗、个体
化的全身治疗、临床随访，将最
大可耐受治疗转向最小有效治
疗。”李树河主任说。

乳腺癌成威胁女性健康的“头号杀手”

市市妇妇幼幼保保健健院院关关注注乳乳腺腺健健康康
专家简介

李树河：泰安市妇幼保健
院(市儿童医院)成人外科主任，
山东大学医学院乳腺外科专业
硕士研究生，泰安市健康教育
巡讲团成员，泰安市肿瘤、普
外、胸外专业委员会委员，泰安
市抗癌协会理事。

个人特点：妙手仁心，手术
细腻精致，工作严谨，把手术与
美结合起来。风险评估、脚踏实
地、稳中求胜，一步一个脚印。

熟悉其它临床各专业，知
识面广泛，大大减少了误诊误
治的几率。

擅长普外科尤其是乳腺、
甲状腺专业，在外科其它专业
(胸外、泌尿、骨外科、美容整形
外科)同样有一定的建树。现代
外科越来越精细、创伤也越来
越小，越来越注重美观。力求以
最小的创伤、低廉的花费达到
患者满意的恢复，临床疼痛治
疗赢得了病人和社会的信赖，

很多患者慕名而来。
曾荣获泰安市劳动模范、

泰安市卫生系统两好一满意示
范标兵。

足迹遍布泰山区、景区各
卫生院及岱岳区、高新区、济南
市长清区万德镇的许多卫生
所，与其中大部分卫生所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并前往城区多
个社区做“粉红丝带”运动宣
传，在多个社区、乡村做巡回健
康讲座。

联系电话：0538-6627839

1月14日上午，中国南丁
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总队泰山
医学院附属医院分队成立大
会在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隆
重召开。来自泰山医学院附
属医院和泰安地区的志愿者
代表300余人参加了大会。

上午九点，会议开始，泰
医附院李长勤院长指出中国
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泰医
附院分队的成立，将吸引更
多护士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
中，让具有医学专业知识、有
服务社会意愿的护理人员走
出医院，走向社会，去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

总队理事长、全国第38

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王雅
屏肯定了泰医附院近年来开
展的志愿服务活动，并提出
四点要求，一是继续发展志
愿者队伍，以南丁格尔为榜
样，号召更多的护理工作者
加入志愿服务队；二是加强
志愿者培训，不断提高南丁
格尔志愿护理服务水平，树
立良好的护理志愿者公益形
象；三是提倡志愿服务与本
职工作有机结合，合理安排
工作和志愿服务的时间，做

到“自愿、无偿、利他”；四是
提高服务质量，积极开展志
愿服务科研工作，促进志愿
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志
愿者宣誓，承诺以南丁格尔
为榜样，尽己所能，帮助他
人，服务社会；践行红十字人
道、博爱、奉献精神，开展护
理志愿服务；保护生命、维护
健康、传播健康理念、促进社

会和谐进步。泰山医学院附
属医院志愿者代表唐欣元作
表态发言。

中国南丁格尔志愿护理
服务总队成立于2007年7月成
立，是全国第一个由护理专
业人员组成的志愿者组织。
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作为中
国南丁格尔志愿服务总队第
69分队，是泰安市首支中国
南丁格尔志愿服务分队。今

后，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分
队将积极拓展志愿护理服务
项目，走进社区、厂矿、学校、
敬老院、家庭等场所，开展义
诊、健康教育、慢性病护理指
导等服务，让护理人员在志
愿服务中奉献自我、展现风
采，为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作出不懈努力。

(和树芸)

本报泰安1月18日讯(记
者 路伟) 近日，泰安多次
遭受“霾”伏，已经发布两次
霾黄色预警信号，受恶劣的
空气影响，医院里呼吸道疾
病患者明显增加。医生称，老
人和孩子是最容易受影响的
群体，由于雾霾严重，不少年
轻人也咳嗽不止。

连日来，泰城多次遭遇
雾霾天气，空气质量达到重
度污染级别，首要污染物均
为PM2 . 5。受雾霾天气影响，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明显增
多。记者在泰山医学院附属
医院门诊楼看到，呼吸科门
诊候诊区不少市民前来就

诊。“这几天老是咳嗽，还憋
得难受。”61岁的陈先生等待
着叫号。在泰安市中心医院
呼吸科门诊，同样有很多人
在等候就诊。而在呼吸科病
房，一些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只能“挤”在走廊。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
这周，呼吸科门诊量增加不
少。”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呼
吸科主任孟玲说，从来就诊
的患者构成来看，患有慢性
阻塞肺炎和哮喘的人比较
多。“呼吸道一些疾病无法根
治，如果有外在的刺激，很容
易引起发病。”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 (市

儿童医院)马强医生说，现在
病床已经全部住满，住院的
主要是3岁以下的孩子。“3岁
以下的孩子免疫力不强，空
气中的颗粒通过呼吸道进入
体内，容易引发感染。”马强
说，除3岁以下孩子，一些年
纪比较大的儿童中过敏体质
的容易中招。

“与往年相比，今年患呼
吸道疾病的病情更加严重，这
与雾霾天有一定的关系。”孟
玲介绍，以往患呼吸道疾病的
主要是老年人和孩子，但是如
今呼吸道疾病年轻化趋势越
来越明显了。“年轻人忙于工
作，不能不出门，所以雾霾天

对年轻人的影响不小。”
据孟玲介绍，雾霾天空

气中可吸入颗粒进入体内后
易引发感染，从而患病，因此
市民出门时尽量戴上口罩。

“市面上卖的口罩就可以，有
些人买了N95口罩，其实完全
没必要，只要能防止可吸入
颗粒就行。”另外，雾霾天不
要开窗透气，虽然长期关窗
空气不好，但是雾霾天空气
更糟。“有晨练习惯的市民也
别出门了，雾霾天出去锻炼
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饮食方面，医生建议市
民少吃油腻食物，以清淡为
主。

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出现老花，看
书看报都需要拿远一点才能看清楚。按
照一般的规律，40岁时约有100度左右的
老花，50岁时约有200度的老花，60岁时
约有300度的老花。但每个人都有个体差
异，可能本身有近视、远视、散光等屈光
问题，同一年龄的人老花度数也不完全
相同，且两只眼睛的度数也可能相差很
大。所以，老花镜不能随便买，一定要经
过验配才准确。

中老年人验配老花镜不需要像儿童
那样要求散瞳，但也要30分钟左右。专家
解释，仅仅用电脑验光还是不够的，验光
师会在电脑验光的基础上，再进行适配
调整，特别是有散光的人，一定要调好轴
线。调好正确的度数后，验光师一般会要
求配镜者试戴15分钟，如果15分钟之后
视物没有任何不适，说明这个度数才适
合你。还要排除白内障、青光眼以及一些
眼底疾病之后，才能验光确定度数。

街边的老花镜往往双眼的度数相
同、瞳距固定，但绝大多数中老年人都存
在近视、远视或散光等屈光不正的情况，
而且双眼屈光程度不同，如果随便买副
眼镜，不但无法使视觉达到最佳效果，反
而会产生视觉干扰，出现眼痛、头痛、头
晕等眼疲劳症状。

就算配了一副度数准确的老花镜，
也不意味你就可以一直戴着而不用更换
了。专家表示，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
加，老花的程度也会加深。一旦老花镜不
合适就得及时更换，否则会给生活带来
诸多不便，眼镜度数不够时，更容易出现
视疲劳。另外，老花镜使用时间长了，镜
片会出现划痕、老化等现象，造成通光量
下降，影响镜片的成像质量。

很多人遭遇这样的困扰，本来有近
视，现在又出现老花，戴近视镜或老花镜
都无法满足看近又看远的需求。

针对这种情况，渐进多焦眼镜成了
很多人的优先选择。专家介绍说，常见的
传统框架眼镜是单焦单屈光度的眼镜和

“双光”的双焦双屈光度的眼镜。而渐进
多焦镜是指在同一块镜片上可同时拥有
看远距离、中等距离及近距离所需的不
同屈光度，而且其屈光度是以逐渐变化
的方式，从高处的远用度数逐步过渡到
低处的近用度数。渐进多焦眼镜方便于
那些进入老花状态的中老年人，尤其适
合于原来有近视、散光等屈光不正、素有
戴框架眼镜习惯的人。

要提醒的是，戴渐进多焦镜初期，大
多人会有不适的感觉，如出现程度不等
的眼胀、头晕，所视物体有漂浮感，看旁
边的物体不清晰、变形，下楼梯时感觉不
踏实。多数人需要1-2周的适应期，甚至
更长。此外，某些眼病患者或慢性病患者
也不适宜戴渐进多焦眼镜，如高血压眩
晕、眼肌麻痹、斜视、比较重的白内障、眼
底病等都不适宜。因此在考虑配戴前，最
好先到医院眼科咨询。

据羊城晚报

南南丁丁格格尔尔志志愿愿护护理理服服务务总总队队
泰泰山山医医学学院院附附属属医医院院分分队队成成立立

雾雾霾霾天天持持续续，，给给呼呼吸吸道道““加加压压””
医生：出门戴上口罩，饮食以清淡为主

选购老花镜
也要先“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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