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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为让肾病患者增
加生活的信心，张店区中医院组织六
十余名病友来到青岛中山公园等景
点春游踏青。据了解，他们都是尿毒
症患者，常年被病痛折磨，每周都要
靠三次的透析维持生命。这些病人中
年龄最大的79岁，因为要透析几乎不
出远门的人，为了保证这次出行万无
一失，透析室的医护人员提前一个月
就做好了各种特殊情况的预案，备好
了急救箱、氧气、各种急救器材，每个
医护人员分管着5—6名病人，为病人
的出行保驾护航。

这次“远行”肾友们增强了治疗
信心及对生活的热爱，将有益于后期
治疗。 (郭婷 孙艺萌)

张店中医院组织

肾病患者春游踏青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鲍秀丽 李扬)

近日，市远程医学会诊中心在淄
博市中心医院正式启用，此举有
利于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使
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到知
名专家诊治。

4月1日，在市中心医院北病
房楼二楼，首例与301医院的远程
会诊在这里进行，此次会诊病例
是呼吸内二科患者，因肺部阴影
请专家协助确诊。10点50分，按照
约定的时间，301医院呼吸内科主
任医师刘又宁准时出现在屏幕
上。刘又宁是我国著名的呼吸内
科专家，长期从事呼吸疾病的临
床治疗研究。年逾七十的刘教授
认真听取医院主管医师的病情汇
报，并询问相关检查结果后，针对
患者实际情况给出了治疗建议。
从医院提交病历资料、301医院远
程医学中心审核调度到双方实现
会诊仅1天时间，视频互动30分钟，
不仅患者病情得到顶级专家的诊
治，医院医师也汲取了前沿专业
知识，做到了“优质、高效、便民，
省时、省力、省钱”。

远程医疗是一项优化医疗

资源配置、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的重要措施。市中心医院
于去年12月建立了“淄博市远
程医学会诊中心”，使本地急危
疑难重症病人在家门口就能得

到国家级高水平诊疗。目前医
院已与301医院、省立医院等多
家知名医院联网，成为全国
1400余家远程医学会诊站点医
院之一、山东省远程医学中心

淄博分中心。远程会诊除视频
交互式会诊外，还可进行影像
资料会诊，下一步将逐步开展
远程挂号、远程监护、远程手术
指导、远程病理会诊等。

淄博远程医学会诊中心正式启用，与全国1400余家医院互联互通

专专家家千千里里外外可可为为淄淄博博患患者者““把把脉脉””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孙秀珍) 近日，淄
博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被评
为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在全省
精神卫生领域位列第三。

近年来，市精神卫生中心精
神科在科研、论文著作及教学等
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医院共
有科研立项课题15项，鉴定成果
10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项，在
全市卫生系统占据首位，市科技
进步奖7项，国家级医学核心期
刊发表论文千余篇，其中SCI收录
6篇，出版医学专著30余部。

下一步，市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科将借助华北煤炭医学
院、滨州医学院等高校良好的
科研平台，以常见精神疾病的
临床诊治及基础研究为重点，
带动相关亚专科发展，充分利
用科室技术辐射面广的优势，
注意与国内外同行的紧密联
系，加强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在
医疗水平上台阶的同时，注意
科研工作的投入，力争3-5年内
使本专科学术水平、人才梯队、
床位规模、专科建设更趋合理，
发展更为完善。

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
获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邢艳玲 郑玉
兰 ) 近日，市卫计委通报了
2015年《关于公布淄博市第一批
艾滋病检测点验收合格单位的
通知》，临淄区卫生局申报的8

家镇中心卫生院及淄博化建医
院全部验收合格，从今年4月1

日起，该9家医院已全部开展了
艾滋病筛查工作。

在此之前，临淄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临淄区人民
医院、临淄区妇幼保健院、临
淄区中医医院和齐鲁石化医

院集团中心医院先后建立了
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并通过了
省卫生厅组织的考核验收，
开展了艾滋病筛查工作，在
及时发现艾滋病感染者方面
做出了显著成绩。

至此，临淄区艾滋病筛
查实现了城镇医疗机构全覆
盖，可及时发现高危人群及
就 诊 病 人 中 的 艾 滋 病 感 染
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减
少传播，对延长病人生命，提
高生存质量，维护社会安定
有着重要意义。

临淄艾滋病筛查实现

城镇医疗机构全覆盖

咽咽喉喉炎炎没没治治好好，，颈颈椎椎反反而而脱脱了了位位
医生：家长发现孩子头颈部突然歪斜应尽早送医院就诊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樊
伟宏 通讯员 田秀美 宋天
印) 近日，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疼痛科通过手法复位，成功治愈
一例寰枢关节半脱位患儿。

据了解，该患儿9岁，晨起时
突发头颈部左侧歪斜，右侧枕后
部剧烈疼痛伴有右侧头部皮肤
发麻发胀。患儿半月前曾患感冒
引起扁桃体炎症，断断续续未

愈。发病5小时后来疼痛科门诊
就诊，查体发现患儿扁桃体三度
肿大，经过颈部三维CT扫描发
现寰枢关节半脱位，遂收入院，
给予抗生素消炎，甘露醇脱水，
迈之灵口服，第二天在影像科介
入室C型臂监测下，施实手法寰
枢椎复位，治疗过程历时十分
钟，患儿颈部曲度恢复正常，麻
痛症状完全消失，给予颈托固定

24小时后，患儿完全康复出院。
据医院医生介绍，儿童寰枢

关节半脱位多发生于感冒后扁
桃体发炎或咽喉炎渗入寰椎横
韧带，横韧带松驰导致其固定关
节功能下降，加之儿童睡眠姿势
不固定，头颈部外伤或受凉受寒
极易引起寰枢椎错位，出现以上
症状。目前传统治疗为积极抗
炎，牵引，一月后如不能恢复正

常则考虑手术切开钢板钉棒内
固定。每年春季疼痛科都要接诊
数例寰枢关节半脱位患儿。预防
此病第一要积极预防感冒后引
起的咽喉部炎症。第二睡眠姿势
采取侧卧位。第三避免受凉或头
颈部外伤。一旦家长发现孩子头
颈部突然歪斜，千万不要等应尽
早到专科门诊就诊，及早复位后
遗症状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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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日，淄博市老年医学
会临床营养学第二届学术会议在淄
矿集团中心医院召开。

此次会议包括专家查房和学术
讲座2项内容。省千佛山医院内分泌
科陈少华教授和省临床营养质控中
心杜慧真主任2名专家首先到淄矿集
团中心医院呼吸内分泌科对患者进
行床旁会诊及查房，结合对患者的问
诊和详细查体，全面分析病情，提出
指导性治疗意见。查房结束后，专家
还同呼吸内分泌科医生进行了病历
讨论，详细阅览病历，结合患者各种
辅助检查指标，为患者制定有效、适
宜、科学的个体治疗方案。

(张芹 王楠楠)

淄矿中心医院承办

临床营养学术会议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严明工作纪
律，加强医院作风建设，确保医院紧
张、有序、高效运转，9日，张店区第二
人民医院召开各职能科室严肃工作
纪律专项会议。

会议对严肃工作纪律内容及整
治方法做出了详细安排，严格考勤管
理、严格落实请销假制度、严肃应急
值守纪律等，院领导要求各职能科室
把开展严肃工作纪律专项整治融入
到正风肃纪行动中，切实承担起第一
责任人的职责，加强对工作作风和工
作纪律的督促检查，看好自己的门，
管好自己的人并与各科室医疗工作
结合起来，做到“两不误、两促进”，以
严格的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良好
的作风抓好工作落实，以改进作风的
成效取信于民，内强素质、外树形象，
真正为社会群众展现优质高效的工
作作风。 (郭艳)

淄博口腔医院

加强作风建设

为进一步方便市民参与食
品药品安全投诉举报，近日，食
药监部门工作人员走上街头，征
求涉食涉药单位和广大群众对
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并通过多种渠道，加大
对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

本报通讯员 王科 摄影报道

征求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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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肝火是现在常发的疾病。肝经从脚而生，沿腿内侧一直上延，络属肝胆，之后再途经上颚、眼上至头，
轻则导致口干舌燥，重则引起口腔溃疡、结膜充血、头痛头晕等不适。因此，降肝火还需从下入手。败肝火
可以从脚上的太冲穴和行间穴下手。临睡前或者闲暇时交替按揉太冲穴和行间穴，用力以适度微痛为宜，
循序渐进，按压后喝少量的温水以便排泄。如果口腔上火很严重，伴有牙痛、咽喉痛、头痛等诸多不适，除
了按压脚上两个清火穴以外，还可以配合按压手上的合谷穴，也可以起到清火祛疾的功效。

穴位常按摩
可以降肝火

本报讯 春天到了，不少市
民容易出痘、出口疮等，这些疾
病中有不少都是因上火引起的。
往往人一上火，就开始服用各种
解毒药物，对此，中医医生表示，

“灭火”需要对症才能有效，乱用
药反而会引起各种不良反应。

中医认为，上火分为多种，
分实火和虚火两类。对付虚火，
只需日常饮食多加调理，症状便
可消失；对付实火则需吃药。“一
上火就乱用降火药，是最大的禁

忌。服用降火类的中成药一定要
对症，如牛黄解毒片只能在上火
严重时暂时服用以缓解症状，不
可作为长期的治疗用药。”医生
表示，“不少解毒片中含有的大
黄、冰片、石膏、黄芩等成分性质
寒凉，若大量服用会伤脾胃，并
产生药物依赖。如果病因明确，
可用解毒片短期缓解症状，该药
切忌过量或长期服用。临床上发
现，一些患者乱用解毒片，也容
易引起砷中毒。” (王斌 高丽)

春天易上火，乱用降火药是治病禁忌

老老用用解解毒毒片片““灭灭火火””，，当当心心砷砷中中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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