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生命【诊疗室】2018年6月5日 星期二

编辑：胡淑华 组版：马秀霞

本报济南6月4日讯(记者
孔雨童) 济南一市民因为腿上
一个结节流脓发低烧，被当作蜂
窝组织炎治了3个多月，辗转几
家医院病情却越来越重。日前，
他来到济南市皮防院，经前来会
诊的著名皮肤病专家孙建方检
查后才发现，原来治错了！

市民王先生因为工作原因
半年来日夜颠倒、压力很大，几
个月前他的右腿出现一个硬结
节。起初，以为是被蚊虫叮咬的，
王先生没在意，渐渐这个红包越
长越大，开始溃破流脓，王先生
也发起烧。他去医院检查后，被
诊断为蜂窝组织炎，一番输液折
腾后，这个结节还是没有消退，

并且左腿上又长出一个，并越来
越大。

一个腿上的结节，竟然成了
“大毛病”，烧了几个月的王先生
憔悴不堪，为了治疗，他跑了很
多家医院的皮肤科，一直在打各
种抗生素，就是没效果。

一个月以前，王先生在报纸
上看到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
分会常务委员、皮肤组织病理学
组组长孙建方将来济南会诊的
消息，就在家人陪同下赶来看
病。没想到的是，孙教授检查后，
脱口而出“这不是蜂窝组织炎，
治错了”——— 原来，这竟是结节
性血管炎，病因都搞错了，难怪
久治不愈，还越来越重。

孙建方教授给王先生开了
一些药，治疗了不到一个星期，
腿上的结节就逐渐消退。这场长
达几个月的“噩梦”终于结束，王
先生也不禁感叹“看病找对专家
太重要了”。

孙建方7月将再次来济会诊

孙建方，中华医学会皮肤性
病学分会常务委员、皮肤组织病
理学组组长；中国医师协会皮肤
病分会副会长、皮肤病理亚专业
委员会主任、教授委员会主席；亚
洲皮肤科学会理事；首批“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尤
其擅长疑难、少见、复杂皮肤病的
诊断及治疗,擅长皮肤病理及皮肤
肿瘤诊断。

据悉，7月5日，孙建方教授将
再次来到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会
诊，由于名额有限，市民可关注齐
鲁晚报、齐鲁壹点的相关信息，进
行提前预约。

预约方式：可拨打济南市皮
肤病防治院电话(0531-87036224)
或登录医院官网预约,也可以通过
医院官方微信预约:搜索“jnspfy”
加关注——— 进入主页预约。

““蜂蜂窝窝组组织织炎炎””越越治治越越重重，，原原来来是是治治错错了了
皮肤专家孙建方会诊纠错

中、高考临近，考生和家长该如何应对考试焦虑，专家认为：

““适适度度焦焦虑虑具具有有积积极极意意义义””

本报记者 王倩

焦虑是人类的一
种基本情绪

据心理卫生杂志数据显
示，对某高中高三学生进行分
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考前轻
度焦虑者占66 . 12%，中度焦虑
者占1 9 . 5 9%，重度焦虑者占
8 . 97%。杨楠告诉大家，焦虑是
人类在与环境作斗争及生存适
应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基本人
类情绪，在应激时，适度的焦虑
具有积极的意义，可以适度提
高大脑的反应速度和警觉性。

“适度的焦虑可以让我们
更好地去抵抗压力，更好地调
动我们的身体资源去工作。”杨
楠说，考前焦虑是一种正常的
心理现象，适度的焦虑有利于
考试发挥。“我们大部分人身体
都有自我调整能力，面对压力
可以进行自我调整，保证我们
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

杨楠告诉家长，要学会观
察焦虑并接纳焦虑，“但是要注
意，孩子是否出现过度焦虑的
情况。”据杨楠介绍，过度焦虑
反应是指个体面对实际存在的

或者是想象中的危险、任务或
困难情形做出的过度紧张反
应。“在评估焦虑程度时，孩子
的自我体验很重要。”杨楠说，

若孩子已经表达出自己非常焦
虑，家长应该重视。同时，家长
如果发现孩子明显的焦虑反应
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个月，或

影响到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应
及时给予关注并处理。

不合理的信念是

影响考试情绪的主因

杨楠告诉家长，不合理的
信念是影响考试情绪的主要因
素，“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会
说‘考试是唯一的出路，考不好
这一辈子都完了’，这很容易让
孩子产生过度焦虑的情绪。我
们应该让孩子知道，无论考试
结果怎样，自己的努力都是有
价值有意义的。”

杨楠在大讲堂上提醒，家
长在与孩子沟通时，经常存在
期望不客观的情况，“合理的期
望应该是孩子伸伸手、跳跳脚
就能够达到的，而不合理的期
望可以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同
时，家长在与孩子进行交流时，
不能只关注孩子的成绩，还要
有深入的感情沟通，不要只是
询问老师。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孩子
表达出自己的问题时一定要及
时解决，不要拖。而且家长在与
孩子谈话时，场合要正式、沟通
一定要真诚。”杨楠说，交流时，
家长要学会站在孩子的立场与
其进行沟通，关心孩子关心的，
而不是只关心自己所关心的。

“要做到真诚沟通，就一定要从
自我里面跳出来。”

家长应如何应对

孩子考试？

“很多孩子的焦虑来自于
家长。”杨楠提醒，在孩子考试
期间，家长的生活、工作不要变
化太大，规律作息即可。同时也
不要过多讨论考试的相关内
容，“哪怕是对孩子进行积极的
鼓励，也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家长应该创造一个良好
的家庭气氛，多用自然幽默的
方式讨论生活中有趣的事情。

“轻松幽默的家庭环境有助于
孩子减压。”杨楠说，家长对孩
子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应及时
给予解决，同时缓解自己的焦
虑情绪，从容面对考试，不要
将不好的情绪传染给孩子。

“如果在考试之前家长或
孩子出现了焦虑情绪，可以尝
试用呼吸放松法进行减压。”
杨楠解释说，呼吸放松法即深
呼吸法：缓慢地吸一口气直到
不能继续吸时停顿几秒然后
慢慢呼气，直到不能继续呼
时，停顿几秒再吸气，如此反
复。

若通过自我调节无法缓
解焦虑情绪，杨楠建议家长带
着孩子到专业机构进行相关
的心理减压治疗。

山山东东将将向向卫卫生生院院
选选派派““业业务务院院长长””

本报济南6月4日讯(记者
张如意) 近日，记者从山

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山东今年将
在临沂、菏泽试点选派“业务
院长”，明年在全省推开；实施

“齐鲁基层名医”工程；每年招
千名5年制本科生，公费订单
培养“基层医生”。

近年来，我省乡镇卫生院
总体建设水平在逐年提升，但
仍有部分扶贫重点乡镇卫生
院和薄弱乡镇卫生院存在管
理不规范、服务能力弱、群众
满意度低等问题。因此，将从
全省二级以上医院中公开选
拔具有中级职称以上，有一定
管理经验的卫生人员，到扶贫
重点乡镇和薄弱卫生院任“业
务院长”，任期两年，全脱产到
卫生院工作。今年在菏泽和临
沂市先行试点，首批“业务院
长”的选派工作即将启动，明
年将在全省推开。

山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马立新介绍，选派“业务院
长”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薄弱
卫生院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
水平，为百姓提供更好的医
疗服务。“业务院长”的任务
是发挥指导帮带作用，重点
在“四个一”，即：一是建立一
套规范的管理制度。规范乡
镇卫生院临床诊疗、公共卫
生服务、乡村一体、财务管理
和医护人员管理等各项业务
工作，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
管理制度。二是建设一个特
色专科。重点在急诊急救、产

科、全科、外科、儿科、常见病
与多发病的中西医特色技术
治疗、慢性病康复护理等方
面，帮助建设1-2个特色专
科。三是培养一批业务骨干。
通过教学查房、手术带教、学
术讲座等多种形式，培养一
批业务水平较高的技术骨
干。四是建立一条双向转诊
绿色通道。帮助乡镇卫生院
与上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绿
色通道和帮扶直通车。

为鼓励“业务院长”安心
基层，履职尽责，相关部门将
明确激励政策。“业务院长”在
乡镇卫生院的工作时间，计算
为城市医生晋升高级职称前
到基层累计服务的时间，其间
工作业绩可作为职称评审、岗
位聘用的重要依据。“业务院
长”任期结束后，经考核合格
符合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并申报的，在单位岗位数量限
制内应优先推荐。在乡镇卫生
院工作达5年及以上，符合相
应条件的，可不受原单位岗位
限制参加职称评审，取得资格
后予以聘用。

此外，山东首次设立优秀
基层卫生人才表彰奖励制度，
对在基层工作满30年业绩突
出的，由省政府颁发证书。实
施“齐鲁基层名医”人才工程，
在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
业医师中，选拔医德高尚、医
术精湛、业绩突出、群众认可
的优秀医师，认定为“齐鲁名
医”，发挥优秀基层卫生人才
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主办：齐鲁晚报

协办：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

齐鲁心理健康大讲堂

一到大型考试就焦虑不安，考试时总是发挥不出正常水平。随
着高考和中考的临近，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长紧张起来，不知道该
如何做才能保持最佳状态。5月31日下午两点，本报和省精神卫生
中心主办的心理健康大讲堂，邀请了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专
家杨楠介绍考生和家长如何应对考试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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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杨楠，山东大学硕士，副主任医师。2005年毕业后至山东
省精神卫生中心从事精神科临床诊疗、心理咨询工作。多年来
专注于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及各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
题，临床经验丰富。曾参加“中美强迫症现代认知行为治疗培
训项目”“焦虑抑郁障碍认知行为小组治疗高级培训班”“山东
省首期家庭治疗师骨干连续培训项目”等培训。除了药物治疗
外，掌握应用心理动力性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治疗、团体
心理治疗、音乐治疗等。

门诊时间每周五下午。

皮肤大咖

肿肿瘤瘤精精准准医医疗疗医医师师分分会会年年会会在在济济召召开开
本报济南6月4日讯（记者

王倩） 近日，山东省医师协
会肿瘤精准医疗医师分会暨山
东省老年学学会生物靶向治疗
专业委员会2018年年会在济南
召开。大会主席由著名肿瘤学
专家韩俊庆担任 ,省内外肿瘤
领域的专家针对精准治疗在肺
癌、胃癌、乳腺癌、卵巢癌等多
种肿瘤中的应用和发展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并进行讨论。

为了克服传统治疗手段的局
限性，提高恶性肿瘤的治疗效果
和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科研人
员在不断探索更为个性化的精准
治疗方案。山东省立医院肿瘤中
心主任韩俊庆教授介绍，精准医
学是指以个人基因组信息为基
础，结合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等相
关内环境信息，为患者量身设计
出最佳治疗方案，以期达到治疗
效果最大化和毒副作用最小化的

一门订制式医疗模式，是建立在
分子生物学或基因水平基础上的
个体化诊疗模式,是更精准地针对
特殊分子靶标进行的治疗。

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是目
前恶性肿瘤精准治疗的主要手
段，它们在治疗恶性肿瘤的过
程中更具有针对性、疗效集中、
毒副作用也相对较小，在延长
患者生存期、提高生存质量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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