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开学学初初期期，，警警惕惕传传染染病病““偷偷袭袭””
勤洗手多通风，关键在于做好预防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记者
路伟) 近日，幼儿园和中小学生
陆续回到学校开始新的学期，如
何避免孩子感染传染病成为家
长关心的问题。泰安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传染病科主任张爱华
提醒，对抗传染病，关键在于预
防。

“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
起的，5岁以下的孩子更容易中
招，病毒种类也很多，其中，肠道
病毒中的EV71型容易导致重症，
使患儿出现心肺功能衰竭，死亡
率高。”张爱华提醒道，还有一种
轮状病毒，不少孩子感染这种病

毒后，导致上吐下泻，轮状病毒
也是肠道病毒的一种。肠道病毒
又很强的隐蔽性，5岁以上的人
感染病毒后，绝大多数没有临床
表现，但是也会传播。

肠道病毒各型之间无交叉
免疫力，也就是说，感染病毒后，
孩子会产生免疫力，但是仅对同
种病毒有免疫力，如果二次发病
感染的病毒种类不用于一代，孩
子则可能再次感染患病。

肠道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
消化道、密集接触等途径进行传
播，孩子感染后，大部分都是轻
症，一般可以自愈，2岁以下的儿

童患重症手足口病的概率较高。
这类病毒主要从患者的粪便中排
出 ,排毒时间长 ,一般情况下患者
痊愈后粪便排毒可持续3-5周。

张爱华表示，开学后，人群
流动性强，春季气温变化大，幼
儿园发生手足口病的风险增高。

鉴于手足口病隐性感染率
高,排毒时间长的特点,入园前，老
师应了解孩子近期有没有患手
足口病，有没有和患手足口病的
患者接触。“手足口病患儿康复
后一个周后，就可以去上学了。
如果在开学前一星期内，和手足
口病患者接触的，应继续观察满

一周,无症状可入学。”张爱华说。
由于手足口病传染性较强，

发现手足口病后，如果不采取相
应措施，病毒会迅速扩散，后果
不堪设想。“如果幼儿园发现手
足口病后，应立即停课，进行隔
离。”张爱华说。

张爱华介绍，传染病关键在
于预防，因此家长和学校应注意
看护，防止手足口病找上门。

“饭前便后、外出后要用肥
皂或洗手液等给孩子洗手，不要
让孩子喝生水、吃生冷食物，避
免接触患病儿童。”张爱华说，患
者的唾液、痰液、呕吐物、粪便等

要收集好、消毒后丢入厕所，同
时消毒便盆；孩子的餐具可煮沸
消毒，衣服、被褥、尿布等可暴晒
或洗烫消毒；根据玩具的材质用
暴晒、消毒液浸泡等方法消毒。
除此之外，家长还要勤开窗通
风，接触孩子前、换尿布、处理粪
便、呕吐物后要洗手。

“开学后，人群聚集，教室和
宿舍等场所要保持良好通风，每
日对玩具、个人卫生用具、餐具
等物品进行清洗消毒。”张爱华
说，工作人员进行清扫或消毒工
作(尤其清扫厕所)时，应戴手套，
清洗工作结束后应立即洗手。

泰安市中医医院
爱肝日活动通知

我国是个肝病大国，
各种肝病发病率逐年上
升，人民健康面临严重威
胁。2015年3月18日为第15

个“全国爱肝日”，为保障
人民身体健康，我院于3

月18日-3月20日开展大
型义诊活动，应用全国最
先进的肝纤维化检测仪
FibroTouch免费给慢性

肝病、肝硬化、脂肪肝患
者检测肝纤维化、肝脂肪
变等，同时免费进行丙肝
筛查检测，并开展春季肝
病防治知识讲座，希望广
大群众大力宣传，积极参
与，莫失良机！

咨询电话：0538-6122959
0538-6111441

女婴刚满月
查出胆道闭锁

本报泰安3月1 5日
讯 (记者 路伟 ) 肥城
一名女婴刚满月，因持
续黄疸不退，去医院一
查原来是患上了发病率
只有万分之一的胆道闭
锁。经过手术治疗，女婴
病情好转。

肥城一个月大女婴
出生不久后身体开始发
黄，家人以为是新生儿
出黄疸，过一段时间就
会消失，就没太在意。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婴
的黄疸非但没有减轻，
反而越来越重。

随后，家人带其到医
院检查，医生怀疑女婴可
能患上了发病率只有万
分之一的胆道闭锁，并且
治愈的可能性非常小。女
婴的父母伤心万分，但仍
决定要尽最大努力救治
孩子。

经过深思熟虑后，女

婴的父母带她来到泰安
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医
院)，经过初期治疗后，外
一科副主任封志强通过
胆道造影术最终确定女
婴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

医生在充分讨论病
例的基础上，制定了详
细的手术治疗方案，最
终手术圆满成功。“胆道
闭锁这种病是一种比较
罕见的新生儿疾病，肝
门空肠吻合术是治疗这
种病的有效措施，但最
终要治愈这种病只能通
过肝移植。”封志强说。

“很多家长认为新
生儿黄疸是一种非常正
常的表现，因此并不在
乎。”封志强提醒，一般
生理性黄疸会在孩子出
生3天时出现，10天左右
就会消失。如果持续两
周不退，且进行性加重，
则应引起高度重视。

发现疑似假劣红酒
拨打12331举报

本报泰安3月1 5日
讯 (记者 路伟 ) 14日，
山东3·15晚会曝光了济
宁“泗水张洋酒业有限
公司”生产的解百纳全
汁红葡萄酒、菏泽“定陶
非法加工窝点”生产的
标称为烟台山邑葡萄酒
有限公司的经典红赤霞
珠 红 葡 萄 酒 等 低价红
酒，省食品药品监管局
已组织相关市局对上述
企业进行了查处。

同时发 布 消 费 警
示，立即停止饮用曝光
红酒，已经购买上述曝
光红酒的消费者，请立
即停止饮用，并留存红

酒及购买票据等相关证
据，及时向当地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投诉。

同时要求全省食品
经营者对上述曝光企业
生产的红酒，要立即下
架封存、停止销售，做好
销售及库存记录，并主
动向当地食品药品监管
部门报告。

消费者在购买或消
费过程中，发现明显低
于市场 正 常价格 的 红
酒，或通过直观判断疑
似假劣的红酒，应主动
拨打 1 2 3 3 1电话进行投
诉举报。

临临危危不不乱乱，，抢抢救救危危重重患患者者
——— 记解放军第88医院肾病内科彭本君医生

近日，解放军第88医院肾病内
科成功抢救了一名糖尿病肾病尿
毒症期病危患者，挽救了患者生
命。

近日某天下午临下班时，肾病
内科病房走廊里突然传来焦急的
呼救声：“医生、医生，快救救我母
亲吧……”听到呼救，正在查房的
彭本君医生马上从病房冲了出来。
当时患者已昏迷1小时，呼吸心跳
极度微弱，血压还在持续下降，病
情非常危急。

彭本君医生立刻给予患者心
电监护，氧气吸入，多巴胺维持血
压，急查血常规、肝功、电解质、心
电图等相关检查，发现患者有慢性
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急性左心
衰、急性前间壁心肌梗死、高钾血
症、肺炎等多种疾病，结合既往有
10年余糖尿病史，该患者属于糖尿
病肾病尿毒症期伴急性心梗，是继
发性肾脏病中比较难处理的几种
情况之一。

明确患者病情后，彭医生立即
给予了反复肾上腺静推，胸外按
压，不知按压了多少次，患者心跳
终于恢复。虽然心跳呼吸恢复，但
危及生命的因素仍没解除，患者处

于尿毒症期，不进行透析，体内废
物聚集，将继续破坏其他系统，若
要进行透析治疗，患者有急性心
梗，很可能加重心脏负担，导致心
脏骤停，但床旁血滤治疗是保住患
者生命的唯一办法。彭医生与患者
家属进行了详细沟通，得到了他们
的信任和理解，在多巴胺维持血压
情况下，实施颈内静脉插管，床旁
血滤治疗，整个过程很成功，患者
生命终于保住了。“多巴胺维持血
压情况下实施颈内静脉插管并成
功实施床旁血滤是这次抢救最关
键的一步，也是最冒险的一步，但
不这样做，患者几乎没有希望。”彭
医生事后回忆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抢
救成功得益于平时经验及技术的
积累，彭医生从事肾病内科工作多
年，像这样的紧急病号不知抢救过
多少个，每次抢救都是一场惊心动
魄的战争，同时间战，与死神争。

去年4月份，年仅25岁的桑女
士，因双下肢浮肿，持续的恶心、呕
吐，不断咯血，被紧急送到了解放
军第88医院肾病内科。彭医生经检
查确定患者为血管炎累及肾脏，进
展迅速，不到两年的时间已发展为
尿毒症期，并且已损害到了肺，再
晚送来几天，后果不堪设想。彭医
生立刻根据患者病情制定了紧急
治疗方案，给予床旁血滤、甲强龙

冲剂、免疫球蛋白等治疗，经过多
日治疗，患者终于转危为安，肺功
能恢复正常，不再咳血了，肾功能
也有部分恢复。还有一位韩女士，
患狼疮性肾炎，全身浮肿、抽搐，之
前还有狼疮性脑病，情况也很严
重，经过彭医生治疗，恢复很好。

继发性肾脏病作为一种并发
症，在治疗方面因其他病症的干
扰，常常比较棘手，尤其是糖尿病
肾病伴心衰、急性心梗，狼疮性肾
炎、脑病，血管炎累及肾脏，多发性
骨髓瘤累及肾脏、干燥综合症累及
肾脏等需紧急抢救，稍微不慎，就
可能引发其他病症的加剧，危及患
者生命。彭医生多年来主攻继发性
肾脏病的紧急救治，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已成功抢救上百例继发性肾
脏病危重症患者。

解放军第88医院肾内科是泰
安市重点学科，各种肾脏病的诊断
和治疗处于国内先进水平。科室在
管理及人才培养上，充分挖掘和发
挥各人的特长和优势，重点培养，
使一批年轻人脱颖而出，有成功造
瘘上千例的倪西泉医生，有擅长尿
毒症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诊
治的李峰医生，还有精于继发性肾
脏病紧急救治的彭本君医生等。在
全科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定会有更
多的人才涌出，科室发展定会更上
新台阶。 (孟密)

本报泰安3月15日讯(记
者 路伟) 转眼间又到春
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不少人
在欣赏春光的同时，会出现
过敏现象，比较常见的有皮
肤起红点、鼻涕流不停，甚
至还会出现哮喘。医生提
醒，春天进入过敏高发季
节，重要的是要做好防护。

过敏患者无非就是两
种，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急
诊科主任史继学介绍，急诊
科每年春天都会接诊一些
过敏患者。“这些患者中，一
种是过敏性体质，另外一种
是接触了过敏原。”

春天的过敏原比较多，
比如花粉过敏、柳絮过敏
等。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医
院皮肤科的医生介绍，春暖
花开后，一些过敏原开始出
现在空气中，一些市民本身
就是过敏体质，或者接触了
过敏原都可能引起过敏。

花粉过敏主要是通过
风传播，花粉播散在空气
中，可能引起过敏性鼻炎、
哮喘和皮炎等疾病的发作。

医生建议，在温暖、风大、阳
光充足的天气里，划分浓度
最高，在这种天气里，花粉
过敏者尽量不去树木茂盛
的地方，出门最好戴上口
罩。

过敏这种病，最好的应
对方式就是预防。医生建
议，大家特别是抵抗力低下
的市民，平时多进行户外的
体育锻炼，保持正常的睡
眠，还要营养均衡，同时多
摄入含有蛋白质的食物，多
吃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

另外，如果您知道自己
对哪些物品过敏，就应尽量
避免接触这些，如果不是很
明确，就要保证减少一些容
易过敏的东西。

同时，春天螨虫和其它
一些虫类的活跃性增强，不
少市民因为对昆虫毒液蛋
白过敏，因此很容易中招。
医生还建议市民尽量保持
室内清洁，经常晾晒被褥、
衣服，定期清洗吸尘器。因
为螨虫也能引起过敏。

春春季季易易过过敏敏，，远远离离过过敏敏原原

军中名医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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