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专刊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三伏贴”开贴

冬冬病病夏夏治治您您准准备备好好了了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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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9日讯(记者 张牟
幸子 通讯员 徐彬) 近日去
过医院的人应该能发现，医院看
病的人变得比以前多了，尤其是
小孩尤其多，很多时候是因为太
热的原因。马上又到今年的最闷
热的三伏天了，一年中气温最高
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让人易
出现情绪烦躁、焦虑、易激动、失
眠等，为了更好地养生保健，冬
病夏治的“三伏贴”即将开贴了。

今年的三伏天共40天，7月
13日入伏，末伏最后一天是8月
21日。为了方便市民养生治疗，
滨医附院中医科提前准备好了

“三伏贴”为患者贴敷。中医科主
治医师王慧凯告诉记者，其实现
在已经有患者来贴三伏贴了，贴
这个不必太拘泥于时间限制，有
些市民觉得必须要入伏第一天
来贴，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只要
在这个时间左右都可以贴，“三
伏贴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不同，
贴敷的贴数也不一样，有3贴、6
贴、9贴等等。”

据了解，“冬病夏治”是中医

学防治疾病的一个富有特色的
重要方法，它是根据《黄帝内经》
中“春夏养阳”的原则，利用夏季
气温高，机体阳气充沛，体表经
络中气血旺盛的有利时机，通过
适当地内服或外用一些方药来
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使一些宿
疾得以恢复。冬病夏治对于哮喘
病、老慢支、过敏性鼻炎等慢性
呼吸道疾病采取三伏天外贴敷
药方法，是祖国几千年传统有效
的治疗方法，对慢性患者能起到
调节免疫、改善肺功能，平喘止
咳的效果。选择在三伏天贴敷，
是根据中医“冬病夏治”的理论，
在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以辛温
祛寒药物贴在背部不同穴位治
疗，亦可配合针刺、汤药、磁药叠
加等方法，可以减轻冬季发病的
症状。由于现代人狂吹空调、狂
吃冷饮，因此多阳虚体质，而三
伏贴刚好适合阳虚体质之人，因
而现在广受欢迎。记者在门诊上
看到，许多家长还带着孩子来贴
三伏贴。

滨医附院中医科主任魏铭

介绍，“三伏贴”可以治疗的疾
病范围很广泛，哮喘、慢性支气
管炎、鼻炎、咽炎、慢性胃炎、痛
经、产后头痛、风湿、类风湿性
关节炎引起的各种颈、肩、腰腿
痛等疾病都可以通过“三伏贴”
来治疗，“尤其是一些儿科疾
病，例如反复呼吸道感染、厌
食、遗尿、慢性腹泄、咳嗽扁桃
体炎等，贴敷‘三伏贴’的效果
就不错。”

魏铭还表示，周岁以上可以
表达自己是否有不舒服感觉的
孩子都可以贴敷“三伏贴”，但是
对药物过敏者、贴敷前皮肤有损
伤以及皮肤长有疱和孕妇都不
能贴敷“三伏贴”。贴完“三伏贴”
的患者要注意当日不可以洗冷
水浴，不宜进食辛辣、腥膻、寒凉
之品，以免影响疗效。

针对许多市民从网上自行
购买三伏贴，王慧凯表示，目前
在网上销售的“三伏贴”大多出
自小厂家，大多不太不正规，“而
且三伏贴涉及到穴位，最好在医
生的指导下或是由医生来贴，药

材挥发性比较强，药效在2—3个
小时，而网上销售的都已经存放
了很长时间，网上销售的也许可
以保证安全，但是药效就无法保
证了，所以建议市民不要购买。”

为了提高就医质量，患者可
采用电话预约、网上预约的方式

进行预约贴敷。
1、直接登录网上门诊：http:/

/wanghuikaidr.haodf.com/
2、打开微信，扫描二维码，

关注“好大夫”服务号，按照要求
填写个人资料，完成报道后进行
预约。

中医科主任魏铭正在向患者们讲解三伏天养生知识。

夏夏季季来来临临，，家家长长须须警警惕惕
手手足足口口病病和和它它的的““表表兄兄””

红十字健康安全

教育项目启动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张牟
幸子 通讯员 由雅荣 ) 近
日，红十字生命健康安全教育项
目启动暨第一期救护员培训班
开班仪式在滨州市职业学院举
行，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刘卫
堂、滨州市职业学院副院长刁万
祥及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参加
了仪式。

据了解，生命健康安全教育
项目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落
实国务院下发的《关于促进红十
字事业发展的意见》，关于救护
培训“五进”的要求，以“小手拉
大手，安全一起走”为主题的“生
命健康安全教育项目”，通过对
社区群众和学校学生培训，进一
步普及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扩
充急救员队伍，增强社区群众服
和在校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自
救互救水平和能力，优化和提升
社区和学校健康安全环境。

此次项目启动最终将达到，
完成600人的救护员培训，完成
800人的亲子讲座，完成500人的
群众性应急演练，建立一支红十
字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等。

守护“舌尖”安全

让“花朵”健康绽放

近日，孙镇中心卫生院食品
安全宣传队走进镇中心幼儿园，
开展守护“舌尖”的安全让“花朵”
健康绽放主题宣传活动。此次活
动大量引用图片和实物，采取“看
一看，摸一摸，尝一尝”的方式，让
幼儿知道什么样的食品是健康食
品，什么样的食品是垃圾食品，吃
了变质的食品会导致哪些后果，
提高幼儿对食品安全重要性的认
识。同时向广大师生发放了《致学
生家长一封信》，把食品安全宣传
教育活动进一步向家庭和社会延
伸。图为医务人员向幼儿讲解食
品健康。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本报通讯员 高玉娥 摄影报道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张
牟幸子 通讯员 贾永莲 )

夏季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节，
近段时间有部分手足口病和
疱疹性咽颊炎的患儿来到医
院就诊。而朋友圈内也出现了
众多转发疱疹性咽颊炎的帖
子，提倡不亲吻孩子。面对手
足口病和疱疹性咽颊炎，有的
家长表示，孩子并未接触过病
人，也没怎么出门，怎么就传
染上了手足口病呢？面对这些
疑问，记者咨询了滨州市疾病
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相关专家。

市疾控中心专家告诉记
者，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
起的传染病，多发生于5岁以
下儿童，潜伏期多为2～10天，
平均3～5天，手足口病主要有
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咽部和
手、脚及肛门周围都出现皮
疹，就是典型的手足口病，一
种是皮疹只局限于咽颊部，就
是疱疹性咽颊炎，目前缺乏有

效治疗药物主要对症治疗。
专家表示，手足口病是经

过呼吸道传播的肠道病毒，飞
沫是它的主要传播途径，所以
手足口病多发生于一些人群
聚集的环境，比如说幼儿园、
小学等，因为孩子们的接触比
较密切，而且家长也有可能是
病毒携带者，“家长被感染后
因为自身抵抗力强，症状表现
不明显，但是却可能成为隐性
感染者，在护理孩子的过程中
就会传染给孩子，尤其是和孩
子亲密接触，更容易把病菌传
染给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有的
孩子不出门也有可能得手足
口病的原因。”

据了解，手足口病普通病
例主要表现是急性起病，孩子
会出现发热、口痛、厌食、口腔
黏膜出现散在疱疹或溃疡，
手、足、臀部、臂部、腿部出现
斑丘疹，一部分病例仅表现为
皮疹或疱疹性咽峡炎，大多数

患儿都会在在一周内痊愈，预
后良好。专家还表示，手足口
病和疱疹性咽颊炎是有区别
的，疱疹性咽颊炎主要由柯萨
奇病毒引起，患儿发热、咽痛，
口腔黏膜出现散在灰白色疱
疹，疱疹破溃形成溃疡，位置
都在口腔后部，很少出现在舌
头和牙龈等口腔前段。

因为手足口病目前没有
有效治疗药物，所以重在预
防。饭前便后、外出后要用肥
皂或洗手液等给儿童洗手，不
要让儿童喝生水、吃生冷食
物，避免接触患病儿童。看护
人接触儿童前、替幼童更换尿
布、处理粪便后均要洗手。婴
幼儿使用的奶瓶、奶嘴使用前
后应充分清洗。在手足口病流
行期间不要带儿童到人群聚
集的公共场所。

市疾控中心专家还表示，
儿童出现相关症状要及时到
医疗机构就诊，患儿不要接触

其他儿童，父母要及时对患儿
的衣物进行晾晒或消毒，对患
儿粪便及时进行消毒处理，症
状轻的孩子不必住院，以减少
交叉感染，可以在家里休养。

市疾控中心也要求托幼
单位每日进行晨检，发现可疑
患儿时，采取及时送诊、居家
休息的措施，对患儿所用的物
品要立即进行消毒处理，患儿
增多时，要及时向卫生和教育
部门报告，根据疫情控制需要
当地教育、卫生部门可决定采
取托幼机构或小学放假措施。

本报健康专刊也在此提
醒家长，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
颊炎都属于常见病的范畴，所
以得了以后家长不要过度的
恐慌，没有医生指导下不要给
孩子乱吃其他的药物，这样会
给孩子的胃肠和肾脏增加负
担，无论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
性咽颊炎，预后都是非常良好
的。

“创城迎审”在即

滨医附院在行动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张牟
幸子 通讯员 王嵩) 滨医附
院在7月2日下午召开的周会上，
将滨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
迎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列
为下半年重点工作之一。院长王
强就此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王强指出，1992年，滨州市获
得国家卫生城市称号，今年将迎
来第4轮复审，8月-10月份，国家
爱卫办将抽调专家组，对被复审
城市进行暗访打分，对复审得分
750分以下的，将取消国家卫生城
市称号，这1000分总分当中，涉及
卫生系统的有300分，医院是必查
单位。滨医附眼根据市委市政府、
市卫生计生委的统一安排部署，
成立了领导小组，印发了工作方
案，并于6月29日专门召开了“创
城迎审”工作推进会，“希望全院
各部门、各科室和全体医护教职
员工都积极行动起来，巩固国家
卫生城市，创造优美环境，提供优
质服务，树立行业文明新风，共同
打造百姓满意医院。”

关于下一步工作， 王强要
求，一要加强医疗废物管理，各
科室、单位要将医疗垃圾与生活
垃圾分离，严格医疗废物分类、
封口和交接，做好交接登记并妥
善保存交接资料，二要加强禁烟
控烟管理，人人都是禁烟劝导
员，要主动上前劝阻吸烟者。三
要加强院内非机动车辆停放管
理，医护员工、物业公司员工要
自觉将非机动车辆放入车棚或
其他允许停放区域，如出现不听
从指挥、劝阻，以辱骂甚至殴打
保安人员等行为的，医院将严肃
处理，在其他场合和社会生活
中，医院所有员工及所有员工的
家庭成员都要自觉爱护环境卫
生，自觉维护公共秩序，展示文
明高素质，传递健康正能量，“同
时，医院承担了黄河二路的渤海
八路至渤海十一路地段“五包”
任务，将适时抽调人手上街宣
教、治理乱贴乱画等，各部门、科
室、单位要积极响应配合。”

你我共同参与

依法防控结核病

7月7日，滨州市中心医院门诊部、公共卫生科、预防科组
织医疗专家13人到姜楼镇棘林王村开展义诊活动，同时进行
了以“传染病、慢性病健康教育进社区”、“你我共同参与 依
法防控结核病”为主题的大型健康宣教活动。

此次义诊的项目有内科、外科、眼科、健康咨询等。义诊现
场免费为当地村民测血压、做心电图、进行各专科常规检查并
派发保健手册、预防甲型H7N9禽流感、艾滋病、手足口病、麻
疹、肠道传染病及各类慢性病防治宣传资料。

本报记者 代敏 本报通讯员 李聪聪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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