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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岁岁以以下下幼幼儿儿易易遭遭手手足足口口病病““偷偷袭袭””
专家提醒，预防关键是注意卫生

医疗快讯

市人民医院五位医师

获突出贡献专家殊荣

春季易患脑中风 黄金抢救3小时

芳菲四月 爱自己多一点
四月是美丽的季节，春

暖花开，鸟语花香在这个季
节开始复苏。然而，女人天
生容易受伤，随着春天的来
临，细菌繁殖的速度也变得
快起来，女性生理疾病进入

“高发季节”，成为女性朋友
“难言之隐，无言之痛”。

妇科疾病，让女人坐立
不安，浑身不舒服，给广大
女性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困
扰，严重影响了女性的幸福
指数和家庭和谐。

在今天，健康已经被人
们放在幸福因素的首位。没
有健康，一切无从谈起。因
此，女人应该爱自己多一
点，把健康的自己给老公、
给家庭，是他们最大的渴
望。芳菲四月天，德州时代
妇科医院在中国女医师协
会的指导下，推出了“5元妇

科查体”活动，帮助广大女
性排查身体“雷区”，用健康
的身心迎接未来！

目前，许多女性朋友纷
纷拨打德州时代妇科医院
健康专线咨询，想在这个春
天给自己做个全面的体检，
同时把一些依附在身体中
的妇科顽疾彻底清除。因为
她们知道，自己的健康可以
给家庭带来幸福美满。

权威妇科专家指出：如果
发生外阴瘙痒或白带增多症
状时不要讳疾忌医，要及时诊
治，千万不要自己乱用药而耽
误病情。一些女性羞于就医或
者讳疾忌医，经常会错过最佳
治疗时机。妇科疾病会影响女
性的身心健康，因此除了生活
中多加注意外，还要坚持定期
到正规专业妇科医院进行检
查，定期妇检是女性健康的

“保护伞”。
□相关链接

德州时代妇科医院建
筑面积近8000平米，坐落于
德州市德城区中心地段，地
理位置优越。开设计划生
育、妇科体检、妇科炎症、宫
颈疾病、妇科整形、妇科肿
瘤、女性不孕及乳腺疾病八
大专业科室。医院在发展过
程中，与北京、山东众多知
名医学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拥有北京、济南、青岛等地
3 0多名专家、教授定期坐
诊。开展全程导诊、私密问
诊，精细化管理、女子家园
式温馨护理，值得女性朋友
的信赖和健康托付。

了解更多女性健康问
题，您可拨打咨询电话：0534
-5012345或QQ：1205346699进
行相关咨询。

义诊

春季气候冷暖多变，易导致血
管舒张收缩功能失调，血压波动较
大，脑中风发作，尤其是老年人居
多。专家指出，预防脑中风，应首先
从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开始。
现状：春寒反复 脑中风高发

这几天德州市气候冷暖多变，
脑中风发病明显上升。德州市中医
院脑病二科主任李玉杭介绍，春季
气温忽高忽低，早晚温差比较大，
很容易患上呼吸系统疾病。而支气
管炎、肺炎、支气管哮喘等，都会引
起全身组织器官缺氧，导致脑中风
发作或病情复发。

“从我们科室接诊患者的情况
来看，脑中风患者占门诊量的一半
以上，尤以老年人居多。”李玉杭介
绍，由于春季气温多变，人体植物
神经功能不稳定，导致血管舒张收
缩功能失调，血压波动较大，而老
年人大多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壁弹

性差，血管舒张、收缩难以适应温
度的变化，再有糖尿病等基础病
变，就增加了老年人脑中风发作机
会。
治疗：争分夺秒 黄金抢救3小时

李玉杭介绍，脑卒中俗称“中
风”，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病的总称，
包括脑血栓、脑出血等，死亡率、致
残率很高。发生脑卒中前，很多患
者会出现一些脑中风的先兆，如突
发一侧或双侧肢体麻木、言语障碍
或语言理解困难；突发复视、单侧
或双侧视物模糊、突发眩晕、呕吐
等。若出现了上述任何一项症状，
都有可能是脑卒中急性发作。

“现在许多人不了解中风先
兆，即使这些先兆出现了，常被人
们所忽视，从预防的角度来看，这
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李玉杭表示，
脑梗死的黄金治疗时间为3个小
时，最长不超过4 . 5个小时。一旦发

现有疑似脑中风症状，脑CT扫描
排除脑出血，只要没有禁忌症，紧
急施以溶栓治疗，就有可能复通脑
血管，不留或少留后遗症。超过最
佳时间，再用药也不会完全逆转。
李玉杭表示，时间就是大脑，一旦
发生疑似症状，越快到医院及时就
诊，治疗的效果就会越好。
预防：从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开始

“现在脑中风之所以高发，跟
现代人不良饮食及生活方式有很
大关系。”李玉杭说，抽烟酗酒、久
坐不动、暴饮暴食、盐油超标等不
良生活习惯，让人们的血压、血
脂、血糖增高，而这“三高”也就成
为脑中风的罪魁祸首。李玉杭建
议，预防脑卒中，应首先从改变不
良生活方式开始，他特别提醒那
些嗜烟酗酒、生活不规律的人群，
最好能够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尽
量避免熬夜、注意劳逸结合，保持

健康的心态。
“高危人群定期到医院接受筛

查，也可以提早发现和预防脑卒
中。”李玉杭提醒，年龄超过45岁，
最好每一两年做一次脑血管体检，
通过检查可以让我们在早期对这
些血管病变进行干预。

(左天普 张琦伟)

格专家连线：
李玉杭 德州市中医院脑病

二 科 主 任 、
主 任 医 师 、
省重点中医
专科脑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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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市 名 中
医药专家。

擅长中
西医结合诊
治 脑 血 栓 、
脑出血急危

重症及其后遗症；对顽固性失眠、
偏头疼、三叉神经疼、眩晕、癫痫、
震颤麻痹等顽症具有较深造诣；对
鼻炎、复发性口腔溃疡、胃肠病、肝
胆疾患、肾病及红斑狼疮等疑难杂
症具有独到经验；精于植物神经紊
乱及亚健康人群身心调治。

坐诊时间：名医堂2诊室周三
全天；西院区一楼脑病专家门诊周
一、五全天。

3月1日至4月30日，德州市中医院妇
产科向社会推出宫颈癌筛查优惠活动。常
规妇检+人乳头瘤病毒HPV(23型)+液基
薄层细胞制片术(TCT)，按规定收费500
元，现收费260元。

东院区地址：天衢东路1165号 电话：2725066
西院区地址：东方红西路461号 电话：2220500

德州市中医院
公众微信平台二维码

德州市中医院优惠筛查宫颈癌

近日，德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一行11人到德城区人民法院，开展了以“健康山东、幸福德州”为主题
的大型义诊活动，并就院前急救工作向市民进行了介绍。 本报通讯员 郭吉显 摄

近日，在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工作会议上，德州市人民医院张
旭斌、曲立新、王爱华荣获第六批德州
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
号；王玉华、刘涛荣获第四批德州市优
秀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会上，德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党组成员翟长生对获得殊荣的中
青年专家表示热烈祝贺。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
组书记、局长，市社会保险中心主任何
连生激励获奖专家奋发有为，再立新
功。

德州市人民医院多年来始终坚持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科学人才观，
遵循“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理念，高
度重视各专业人才梯队建设。作为滨
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和中国医科院网络
医院的教学实习基地、山东大学临床
医学专业博士生教学基地、潍坊医学
院研究生德州教学基地，该院承担着
多所医学院校本科生、研究生临床教
学和实习任务，并接收来自市内各县
市区基层医院骨干医护人员来院进修
学习，对培养医学人才、推广医疗技
术、强化基层医疗保障能力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新理念的引导下，全院职工将
以受表彰的中青年专家为榜样，学习
先进、开拓创新，为推动全市医疗服务
发展，建设幸福德州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

(郭吉显)

近日，一名10岁男孩
运动过后突然两眼发直，
过了一会才缓过神来。后
经医生确诊，男孩上述表
现为癫痫的症状。医生介
绍，春天是癫痫病的高发
季节，一旦发现孩子有异
常表现，应尽快到医院就
诊。

“孩子运动完，一下
子愣住了，眼神发直，还
不停眨眼，把我们吓坏
了，喊他名字也没有反
应。”家住高地世纪城的
孙女士说，过了大约半分

钟，孩子的意识才逐渐恢
复，问他刚才发生了什
么，他说都记不清了。随
后，孙女士带孩子到医院
检查，医生说，孩子的表
现是癫痫的症状。

记者从德州市多家
医院了解到，进入春季
以来，医院经常会接到癫
痫病患者，患者分布在多
个年龄层次。一医院专家
介绍，春天是癫痫病的高
发季节，这个季节，随着
气温的升高、过度劳累或
者遭受刺激等，都会导致

癫痫病的发作。市民在
看到癫痫病人发作时，
不少人一下慌乱不知如
何处理，有时甚至会出
现意外。如果发现患者
摔倒，应赶快扶住，并顺
势让他倒下，并移开患
者身边坚硬的东西，让
其侧卧保证呼吸顺畅。
随后，用柔软的东西垫
在患者头下，解开上衣
领扣。如果发作时，患者
的嘴是张开的，附近的
人应迅速采取措施，防
止患者咬伤舌头。

急救癫痫病患者

要防患者咬伤舌头

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
节，但同时也是一些疾病的
高发季。作为春夏常见多发
的传染病之一，手足口病让
不少家长感到担忧。据了解，
手足口病的“偷袭”对象多为
儿童，主要集中在4岁以下婴
幼儿。专家提醒，手足口病进
入高发季时，家长要及时预
防，尽量减少孩子去公共场
所的次数，防止被传染。

据了解，手足口病又名
“发疹性水疱性口腔炎”，主
要症状为发热并伴有手、足、

口腔、臀部等部位的疱疹。每
年春季的3月至5月以及秋季
的10至11月，都是手足口病
的高发期。

“病毒寄生在患儿的咽
部、唾液、疱疹和粪便中，可
通过唾液、喷嚏、咳嗽以及说
话时的飞沫传染给别的孩
子。”一医院儿科专家说，还
可通过手、生活用品及餐具
等间接传染。一旦流行，很多
孩子会被传染，被传染上的
孩子会在手、足皮肤或口腔
粘膜上出现类似水痘样的小

疱疹。
该专家介绍，轻症的手

足口病可以单纯地以皮疹为
主要症状出现，一般5至7天可
自行消退。但重症的手足口
病患儿不仅会出现发热、头
痛、抽搐等症状，还可能并发
脑炎、心肌炎、肺炎等，甚至
危及生命。

预防手足口病的侵袭最
关键的是注意卫生。该专家
说，家长在饭前便后要用肥
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净双
手。在手足口病高发季，家长

不宜带儿童到人群聚集、空
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居家
要勤晒衣被，流行期可每天
晨起检查孩子皮肤(主要是手
心、脚心)和口腔有没有异常，
并注意其体温的变化。孩子
一旦被感染上手足口病，一
定要很好地卧床休息，发热
时多给喝温开水，宜吃清淡
稀软的饮食。此外，患儿嘴痛
时应注意给吃低温食物，当
疼痛厉害不能进食时要及时
去医院输液，补充身体所需
的能量。 (王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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