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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8月2日讯(记者
邓金易 实习生 张艳 )
1日，泰安市中心医院举行

了，以“职场妈妈，‘喂’爱坚
持”为题的世界母乳喂养周
活动。活动中，专家讲解了关
于母乳喂养的相关知识，并
到产房给产妇发放母婴喂养
宣传手册呼吁产妇给孩子提
供健康的母乳喂养。

8月1日至7日是“母乳喂
养周”，1日上午，泰安市中心
医院举行了世界母乳喂养周
的启动仪式，泰安市中心医
院副院长张开刚、泰安市科
学技术学会副会长许瑞、泰
安市母婴协会副会长殷宪敏
等出席仪式。

张开刚表示，此次活动，
不仅是要给哺乳期妇女讲解
母乳喂养的好处，鼓励职场
妈妈坚持哺乳，更是希望通
过此次活动同泰城各家医院
一起努力，给产妇宣传健康
的母乳喂养知识。

活动首先由中心医院
母婴学校的冯护士给孕产
妇及家属讲解了母乳喂养
的相关注意事项，并进行了
现场模拟技术指导。例如有
刀口的孕妇怕压到刀口，可
以采用婴儿屁股朝外的抱
姿喂奶、怕孩子呛奶应该手
心成碗状轻拍婴儿背部等
小窍门。不少孕妇说，提前
听了这一课，等孩子降生，
就有经验了。

“我是头胎，在听这次讲
座之前，很多喂养方法我都

不懂，通过这次讲座，真是受
益颇多。”孕妇李女士说。

在病房里，中心医院的
护士也给产妇发放了母婴喂
养手册，让产妇了解更多母
乳喂养的窍门和好处。

产妇吴女士说，她是二
胎了，头胎也是母乳喂养。

“因为我也是医务工作者，所
以知道母乳喂养对孩子是很
有好处的。虽然二胎只有98
天假期，但我还是打算继续
进行母乳喂养，在上班前先
给孩子挤好奶。”

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刘学
军说，在第24个母乳喂养日
到来之际，医院希望通过大
量的宣传，告诉每个母亲，尤
其是职场母亲，她们有母乳
喂养的权利和义务。“母乳喂

养的时间至少要达到6个月，
我们也希望用人单位，能够
给孕期母亲一些理解和支
持，也是为了下一代着想。”

据泰安市母婴协会的副
会长殷献敏介绍，泰安的母
乳喂养率基本能达到90%，
希望未来能达到100%。泰安
市科学技术学会的副会长许
瑞也表示，他们正在泰城推
广母婴喂养室，给在公共场
所带孩子的妇女一个有隐私
的喂养环境。

最后，张开刚告诉记者，
未来他们还将以讲座的形式
深入各个社区，讲解母乳喂
养的优点，普及母乳喂养的
知识，以及提供技术上的指
导，提倡母乳喂养室的建立，
呼吁母乳喂养。

本报泰安8月2日讯
(记者 路伟) 进入夏季
以后，因为气温较高细菌
繁殖较快，急性肠胃炎等
疾病容易“招惹”孩子。医
生提醒，预防肠胃病关键
要管好嘴巴，切忌服食生
冷、变质等食品。

泰城市民张女士近日
因为孩子生病头痛不已，
原来她三岁的儿子连续好
几天拉肚子，去医院检查
发现孩子是急性肠胃炎，
经过治疗，孩子病情才逐
渐稳定。医生介绍，像张女
士的儿子一样，夏季拉肚
子的孩子并不在少数。

急性胃肠炎、腹泻、细
菌性痢疾等肠道疾病是幼

儿夏季常见疾病。“此类疾
病多以细菌感染为主，因为
气温高，病菌繁殖快，各种
食物、饮品很容易受到病菌
的污染，加上幼儿肠道的抵
抗力弱，自我保健意识差，
吃了被病菌污染的食物就
易患病。”泰山医学院附属
医院儿科医生说。

医生提醒，预防肠道
疾病的关键是把好“病从
口入”这一关。避免孩子暴
饮暴食，让孩子饭前便后
洗手。吃瓜果前要洗净、削
皮，不喝生水，不吃过期、
变质的食物，尽量少吃冷
饮和街头小吃，放入冰箱
的剩饭菜，要重新热透再
食用。

泰安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到病房发放母婴喂养手册，并给产妇
讲解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邓金易 摄

三岁娃腹泻不止
一查患上肠胃炎

““男男””丁丁格格尔尔
聚聚首首

8月1日、
2日，山东省
首 届 男 护 士
发 展 论 坛 在
济南召开，泰
山 医 学 院 附
属 医 院 两 名
男 护 士 代 表
参 加 了 此 次
论坛。 本报
通 讯 员 牛
飞 摄

62岁的赵老师这段时
间可受苦了，早晨起来忽
然觉得腿麻、疼痛、脚冰
凉，在屋里走了几圈就觉
得小腿酸胀，歇一会儿才
能继续行走。

“我这是怎么了？老寒
腿犯了？”孩子不在家，他自
己也拖着不去医院，直到前
两天发现脚趾都变青了，才
吓坏了。跑去泰安市中医医
院挂号就诊。导医推荐他挂
介入科的专家号，医生给他
做了个造影一看，大腿部的
整个血管都堵了！

最终，赵老师不得不
做了血管扩张手术、放置
支架，术后配合温经通络、
活血祛瘀的中药，各种治
疗一起上，症状才得到缓
解，避免了截肢的痛苦。

泰安市中医医院介入
科主治医师崔玉志介绍，

像赵老师这样下肢慢性缺
血的病人并不少见，老百
姓习惯上称作“脉管炎”、

“老寒腿”，包括下肢动脉
硬化闭塞症、糖尿病足等，
他们通常的症状是手脚发
凉，畏寒喜暖.怕风怕冷，体
倦易困等，中医叫阳气不
足，也就是自身热量不够，
产热不足，寒从内生。这样
的人即使在盛夏，睡觉也
要盖着被子，穿着袜子。而
这些症状在炎炎夏日往往
能得到一定的缓解，这使
得很多患者误以为下肢缺
血已经不复存在。

他说，很多人体质本
来就有些阳气不足，夏天
再痛饮祛暑的饮料，如冰
镇啤酒、凉茶、水果冰，然
后整日在空调房间里工
作，那真是陈寒未去，又添
新寒。要记住，寒气是会沉

积的。且身体被寒气侵袭
的地方，必会气血瘀阻，这
叫做“寒凝血滞”。若寒气
停留在关节，就会产生疼
痛，停留在脏腑就易产生
肿物，停留在经络就会使
经络堵塞，气血也就流行
不畅，不但会四肢不温，也
常会有手脚发麻的症状出
现。所以倘若不在夏日去
除积寒，等到秋风一起，外
寒复来的时候，就又会内
外交困了。

大家都知道肺病可以
冬病夏治，其实，许多下肢
动脉硬化的老年人脚凉脚
麻也属于阳气亏虚的范畴，
同样可以应用冬病夏治的
方法，取得很好的疗效。

老年人脚凉、脚麻多
是因为“腿梗”！对于心梗
和脑梗，大家都很熟悉，但
是提起“腿梗”，可能许多
人觉得比较陌生。

其实，无论是发病率，
还是治疗难度，腿梗都不
亚于心梗和脑梗。老年人

血管的老化是全身性的，
下肢动脉同心脑血管一样
难逃粥样硬化狭窄的厄
运！与心梗、脑梗相似，腿
梗，就是下肢的动脉发生
了梗塞，导致下肢的远端
缺血缺氧，进而引起肢体
的发凉、麻木、溃疡甚至组
织坏死，如果不及时治疗，
最终导致患者截肢，甚至
会引起死亡。

为加强下肢动脉疾病
的科普和预防，泰安市中医
医院介入科现推出绿色健
康、多种多样的冬病夏治活
动，可以提供免费下肢动脉
血流检测，并且根据每个人
的不同体质，制定最适合的
冬病夏治方案。

主要针对人群：60岁
以上的有脚凉等下肢症状
的，尤其是有多年糖尿病
史的老年人。

地点：泰安市中医医
院精诚楼五楼介入诊疗科

联系人：崔医生
联系电话：1860538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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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圈注区域狭窄闭塞。

崔玉志

泰安市中
医医院介
入诊疗科
主 治 医
师 。毕 业
于山东中
医药大学
本硕连读
中西医结
合 专 业 。
参加工作以来，勤奋好学，很快成
长为科室业务骨干。现能够独立
开展下肢血管以及常见肿瘤的介
入诊疗手术，包括下肢动静脉造
影、下肢动静脉球囊支架成形治
疗、下腔静脉滤器植入、肝动脉
化疗栓塞、胆管及食管狭窄的支
架植入、大咯血的支气管动脉栓
塞治疗等。同时，对传统文化有
着自己深入的理解，临床秉承

“介入解决局部，中医调控全身”
的理念，擅长中西医结合，在介入
治疗的围手术期给予中医药干
预，将中西医各自的临床疗效发
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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