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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整日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不眨眼睛已经是练就
出来的“绝活”，全神贯注地观察着一
个个姿态万千的声像图，细致入微的
检查成了无数患者的福音。他们就是
邢矿总医院功能科的医务人员。

2018年以来，邢矿总医院功能科
已审核的超声报告43126例，心电图
室完成检查28004人次，肌电图完成
术中监测180余台，并为1000余例门
诊患者做了检查。

“工作量虽然大，但是患者的生命
更重要，每一张成像图，都是用心服务
患者的见证，我们要做好这个见证
人。”功能科的医务人员这样想亦这样
做。去年4月份，一名23岁的黄女士
来到功能科，做颈部淋巴结检查。据黄
女士介绍：她已经疼痛难忍2个多月，
多次检查诊断为淋巴肿大，但是经治
疗后，症状并无明显缓解。四处求医没
有效果，她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
邢矿总医院功能科。听了患者的病情
描述，田丽丽医生凭借多年经验，检查
了一下颈部血管，发现颈动脉内膜明
显增厚，从声像图显示来看，考虑是罕
见的多发性大动脉炎。依照这个结论，
黄女士对症治疗，终于恢复了健康。

邢矿总医院功能科的工作包含超
声检查、肌电图检查、心电图检查等项
目。这些看似简单的声像图却是“内有
乾坤”，每一个线条、每一组成像，都是
人体各个脏器、各个断面图的立体组
合图像。为了把这些图像“吃透”，功能
科的医务人员在创新技术探索和开拓
中，不遗余力。

今年以来，功能科开展了肌骨超
声检查项目，涵盖韧带、肌腱、肌肉、滑
囊、滑膜、软骨等疾患检查，范围广泛，
且检查时不用处在密闭的空间，尤其
适用于“幽闭恐惧症”患者。6月份，功
能科开展新生儿颅脑超声技术。肌电
图室还开展了脑神经监测，避免术中
面神经，三叉神经损伤。

忙碌的工作之余，功能科全体人
员不忘“充电”，定期组织学习小儿髋
关节筛查的测量方法和诊断标准、常
见疾病的超声诊断等知识，为新技术
开展、学科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去年11月下旬，主治医师张秋生应
邀参加第十三届国际COA学术大会，
并以《肌骨超声在关节镜术前诊断的
应用研究》为题，进行专题发言，为创
造肌骨超声品牌、扩大功能科影响力
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 （郝贝贝）

邢矿总医院功能科

吃透“图像”服务患者

参与调查人数281人，有高危因
素的17人，经检查发现1例早期胃癌
患者和1例贲门癌、1例食管癌、1例癌
前状态……这是邢台市第一医院开展
早期胃癌早诊早治筛查工作以来取得
的成果。因为这次筛查，帮助4个家庭
及时挽救住了生命，近百人获得更加
健康的生活习惯。

2018年12月14日上午，国家消化
道早癌防治中心联盟和国家消化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邢台分中心在邢
台市第一医院揭牌。此次邢台市第一
医院加盟全国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
有李兆申院士及其专家团队的大力支
持和指导，将为邢台市消化道疾病诊
疗搭建一个全国性的交流平台，提升
全市消化病学的医、教、研水平，进一
步提高全市消化道肿瘤早诊早治和整
体医疗服务能力，造福邢台百姓。李兆
申院士现任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消化内科主任、国家消化系统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消化内
镜质控中心主任，是我国消化内镜领
域的权威和领军人物。

为何要推广胃癌筛查呢？李兆申
院士介绍，每年我国有近400万新发
肿瘤病例，全世界有50%的消化道肿
瘤发生在中国。消化道癌的防控，一方
面要让早诊早治观念在老百姓心中生

根；另一方面要让高危人群尽快做上
检查。20年前，日本就开展了全国性
的胃癌筛查，为40岁以上的国民提供
免费的强制性胃镜检查，诊断出的早
期胃癌比例达60%以上，患者5年生
存率提高到70%，为我们提供了很好
的经验。在很多人眼里，癌症是一种很
可怕的疾病。李兆申院士说，肿瘤是一
种慢性疾病，其实并不可怕，关键在于
早发现、早诊断以及早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癌症是一种
生活方式疾病。吸烟、肥胖、缺少运动、
不合理膳食习惯、酗酒、压力、心理紧
张等都是癌症发生的危险因素。戒烟
限酒、平衡膳食、适量运动、心情舒畅
可以有效降低癌症的发生。规范的防
癌体检能够早期发现癌症。目前的技
术手段可以早期发现大部分的常见癌
症，使用胸部低剂量螺旋CT可以检查
肺癌，超声结合钼靶可以检查乳腺癌，
胃肠镜可以检查消化道癌等。

作为“国家消化道早癌防治中心
联盟”实施单位，邢台市第一医院于
2019年4月初正式开始筛查工作。此
次筛查工作对研究和推广城市常见癌
症高危人群筛查和早诊早治技术，提
高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比例，降低
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

（葛青峰 成睿）

推广早诊早治技术 降低发病率死亡率

市一院开展早期胃癌筛查

今年的5月31日是第32个“世界
无烟日”，主题是“烟草和肺部健康”，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吸烟危害健
康的认识，营造一个健康、无烟的环
境，作为创建健康促进试点医院，活动
当天，市妇幼保健院开展了一系列控
烟宣传活动。

这天上午，医院组织志愿者携带
血压计、控烟条幅、海报及折页等宣传
材料来到达活泉公园，耐心向过往市
民讲解控烟戒烟的重要意义、发放控

烟宣传资料。现场共测血压130余人，
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答疑80余
人次，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下午，
医院组织全院中层干部开展了控烟
知识专题培训。通过播放视频的方
式，展示了吸烟、二手烟以及三手烟
的危害，控烟的概念，戒烟干预，以及
科学戒烟的小妙招等内容。触目惊心
的典型案例、严峻的形势使大家深受
触动。同时，通过医院微信公众号宣传
控烟科普知识。 （康姗姗 杨梦）

世界无烟日 市妇幼院在行动

为提高基层眼科医生眼科公共
卫生知识和眼病防控能力，促进我国
公共卫生眼科事业发展，大力推进我
国防盲治盲工作，5月31日，由中华
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学分会、全
国防盲技术指导组、中国医学装备协
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眼
科医师分会防盲和低视力康复专业
委员会联合主办，河北省眼科医院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承
办的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
学分会第二次全国公共卫生眼科学
术大会暨首届基层眼科眼病防治学
术论坛、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
次眼科交流会在邢台市召开。

本次大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1000余位眼科专家、学者参加，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
福教授，亚太眼科学会会长、北京同

仁医院原院长王宁利教授，中华预
防医学会副秘书长刘霞教授等出席
开幕式。

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进防盲
治盲工作，而县级医院作为基层防盲
治盲工作的主要实施者仍存在眼健
康工作薄弱、人才缺乏等问题，眼科
服务能力急需提高。因此加强县级医
院公共卫生眼科人才的培养，建立健
全县级医院公共卫生眼科意识至关
重要。本次学术大会会期两天，会前
在河北省眼科医院举办了为期两天
的基层眼科适宜技术培训班。该培训
班在致盲性眼病的防控防治、健康科
普、公共卫生等方面为基层眼科医务
人员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本次全国公共卫生眼科学术大
会共分为高峰论坛、近视防控专
题会议、基层眼科适宜技术推广、防

盲专场、新书发布会、基层公共卫生
能力提升、中西医结合眼科专场等
内容。

高峰论坛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以《健康中
国 疾控新使命》为题，亚太眼科学
会会长、北京同仁医院原院长王宁利
以《从公共卫生角度谈眼病防治》为
题，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院长
陶芳标以《从公共卫生角度谈近视防
控》为题开展了讲座。近视防控专题
会议中，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
院院长、山东中医药大学眼科研究所
所长毕宏生以《儿童青少年近视中西
医结合综合防控模式与方案探索》为
题开展专题讲座。

王宁利教授接受采访时指出，青
少年近视要提前防控，户外活动可以
强身健体防近视，应减少学习压力和

用眼负担，聪明用眼，给眼睛放个假。
近视要早防早治，目前角膜塑形镜和
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可以在一定范
围内控制近视发展，但以目前的科技
手段，不存在可治疗近视的药物和设
备，请不要轻信市场上治疗近视商品
的过度宣传效果。

上海市眼科医院党委书记、常务
副院长、中华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副
组长邹海东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白内障是我国目前第一致盲性眼病，
但基层医院治疗白内障的技术水平
仍有待提高。本次大会为基层医院的
医务工作者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
台，通过对基层医院医务人员白内障
适宜技术的培训，有利于基层医院技
术水平的提升，为更多的白内障患者
提供复明手术治疗。

（董克强）

提高基层眼病防控能力 推进国家防盲治盲工作

第二次全国公共卫生眼科学术会在邢召开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医疗
乱象专项整治工作的文件精神，坚决
守护医疗质量安全底线，进一步规范
医疗秩序，打击和整治医疗诈骗、虚假
宣传、乱收费、骗保等医疗乱象，净化
行业环境，促进医疗行业规范有序发
展。5月29日下午，邢台市人民医院召
开医疗乱象及辅助用药专项整治行动
动员会。

据了解，深入开展民生领域问题
专项整治是市纪委监委2019年工作
的重中之重。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
动，将严厉打击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违纪违规违法行为，查处一批典
型案件，综合治理行业乱象，进一步
整顿和规范医疗秩序，探索建立健全
医疗机构监管长效机制，促进医疗机
构健康有序发展，在全市营造优质、
安全的就医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健康权益。

邢台市人民医院负责人表示，在
整治辅助用药医疗乱象工作中，将强
化问题导向，不折不扣开展自查自纠，
严格要求自己，在邢台市医疗行业起
到标杆作用。全院医务人员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切实履行医务人员应尽
之职责。要认清形势，规范医疗行为，
利用自查自纠的窗口期和机遇期，进
一步规范医院的工作。要通过医疗乱
象专项整治行动，深入开展自查自纠，
敢于找出自身的毛病并加以整改，进
一步营造风清气正、安全优质的就医
环境，推动医院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为深入开展民生领域问题专项整
治，邢台市人民医院制定了《医疗乱象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成立了医疗乱象
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对相关工作
进行了具体分工，明确了责任科室和
责任人。会上，还进行了“医疗乱象专
项整治责任书”签字仪式，分管院长分
别向书记院长、科室主任分别向主管
领导层层签订了“医疗乱象专项整治”
责任书。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医生宣誓、护
士授帽仪式。2018年新上岗医生、护
士代表100人在医务科长、护理部主
任带领下先后宣誓。医护人员白衣圣
洁，誓言铮铮，全场气氛庄重，严肃，医
务工作者的自豪感、使命感油然而生。

（郭少一 张杰）

市人民医院

召开医疗乱象专项整治会

黄河小区孙女士：我家孩子最近
总说嗓子疼，还不爱吃饭，听说最近是
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期，是这样的吗？

孙丽英主任：近期，随着气温的
逐渐升高，细菌和病毒也开始活跃了
起来，一些孩子因为受到病毒感染，
患上了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
主要是肠道病毒引起的以急性发热
和咽部疱疹溃疡为特征的急性、传染

性疾病。这种疾病和流感的症状相
似，中招的孩子最初表现为骤起的高
热、咽喉疼痛，1至7岁的孩子最容易
感染。

疱疹性咽峡炎患病初期，最明显
的症状就是发热。由于口腔内还没有
长出疱疹，所以很多家长并不知道宝
宝患的是疱疹性咽峡炎，在最初发烧
的24小时内，家长应注意观察宝宝
的状态，经常给宝宝测量体温，如果
发现体温已经超过了38.5度，应该尽
快服用退烧药，这样可以避免宝宝发
生高热惊厥。如果2到3天一直都是
持续高烧，孩子的精神萎靡，则必须
到医院就诊。

疱疹性咽峡炎只要对症治疗就
可以了，多数情况下不需要进行特殊
的对待。比如说宝宝出现发烧的症
状，则应对症进行降温处理。为了预
防口腔内的继发感染，家长需要帮助
孩子清洁口腔，如淡盐水漱口，或者使
用一些对症的药物。患病时，家长应鼓
励孩子多喝白开水，不要吃鱼虾，或者
是过于刺激的食物，宜少食多餐，以
流质半流质食物为主。还要加强室内

通风，督促宝宝勤洗手，衣物被褥应
经常晾晒，保证孩子睡眠及营养充
足，尽量少去人多的公共场合。

金华小区刘女士：疱疹性咽峡炎
的症状有哪些呢？

孙丽英主任：现在是疱疹性咽峡
炎高发期，其典型症状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

1、发热。疱疹性咽峡炎引起的发
热通常为高热，可持续3到5天。

2、疱疹、溃疡。观察患者的咽部黏
膜，会发现很多灰白色疱疹，周围绕着
一圈红晕，在疱疹破溃之后会形成溃
疡，也有疱疹和溃疡同时存在的情况。

3、咽喉痛。已经有语言表达能力
的宝宝能说出自己咽喉疼痛，还不会
说话的宝宝因为咽喉不舒服所以会
用手去抠嘴巴。如果疼得厉害宝宝还
会有哭闹的表现。

4、胃口差、脱水。疱疹破溃后会
导致宝宝咽喉疼痛，所以很多孩子会
受此影响，不愿意吃东西，有一些宝
宝还会出现精神差，口唇干燥，尿量
减少等脱水症状。

5、口水多。口水多同样是因为疱

疹溃疡所引起的。
园林小区周先生：不知道什么原

因，孩子就患上了疱疹性咽峡炎，
听说这种病有自愈的可能，是这样
的吗？

孙丽英主任：孩子是家长的心肝
宝贝，很多家长为了表达对宝宝的喜
爱之情，喜欢嘴对嘴的亲吻宝宝，但
是这种爱意却有潜在的风险。有时候
这种亲密接触恰恰是造成孩子疱疹
性咽峡炎感染发病的原因。如果家里
有宝宝，家长更应注意自己的卫生，
要勤洗手，不要和宝宝嘴对嘴接触。

实际上，疱疹性咽峡炎是感冒的
一个类型，不过它比较特殊，具有传
染性，但疱疹性咽峡炎的传染性远不
及手足口病。相对于手足口病来说，疱
疹性咽峡炎是比较轻的一种疾病，属
于自限性疾病，大部分宝宝在一周内
都可以痊愈，因此，如果宝宝感染了疱
疹性咽峡炎，家长们也不必太过恐慌。

但是，在疱疹性咽峡炎的高发
期，家长也不能忽视了预防工作。如
果宝宝高烧持续不退，口腔里长出了
水泡还是应该及时带宝宝到医院诊
治。疱疹性咽峡炎在病愈后，最好能留
出1到2周的时间让宝宝在家休息，在
这个恢复期内家长应密切对宝宝进
行观察，避免疱疹性咽峡炎复发。

（李丽霞 王传利）

什么是疱疹性咽峡炎？

日前，6岁女孩林林早晨从床上
一起来，发现鼻子流血了。“向上仰头
啊！”林林的妈妈李女士一边说着，
一边找来卫生纸塞住林林的鼻孔。
对于孩子流鼻血李女士这样处理对
吗？邢台医专二附院耳鼻喉科副主
任医师卞新华指出，李女士的做法
是错误的。

为什么最近许多孩子会流鼻血
呢？卞新华说，近期天气干燥，气温
高。需要更多血液流经鼻腔以提高温
度与湿度，鼻腔内的小血管会扩张，

因此容易造成鼻黏膜充血而导致出
血。同时，孩子常常会用力挖鼻、擤鼻
损伤了鼻腔血管，造成鼻黏膜和小血
管破裂，而导致鼻出血。另外，孩子受
到碰撞或重击致使脆弱的鼻子出血，
或者将异物塞入鼻腔也容易造成流
鼻血。

“很多人认为，仰头可以减少鼻
出血。其实，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卞
新华说，我们的前后鼻孔是相通的，
仰头时血往后流容易咽到孩子胃里，
引起恶心、呕吐；此外，还可直接呛到

气管和肺里面，导致窒息。“用纸巾塞
住鼻子止血，也是错误的。”这样做一
方面容易导致孩子的鼻黏膜进一步
撕破，加重鼻出血。另一方面，不干净
的纸团容易引起鼻腔感染。

正确止血方法是什么呢？卞新华
指出，一是指压止血法。用拇指和食
指压住双侧鼻翼，张口呼吸，大约3-5
分钟，一般少量的鼻出血就可以止住
了，特别提醒：按压部位是在鼻翼两
侧，这样才能达到止血效果。二是冰
袋冷敷法。用冰袋冷敷前额、颈部。三

是填塞止血法。这种方法一般由专科
医生来操作的，但如果是在家发生了
鼻出血，也可用消毒止血棉来简单处
理一下。

卞新华提醒，最近风比较大，空
气异常干燥，妈妈们要多让孩子吃些
新鲜水果、蔬菜，多喝水，少吃一些油
炸、烧烤、辛辣等食物。另外当孩子鼻
腔干燥发痒时，孩子容易用手抠鼻
子，这时候妈妈需要及时阻止，然后
用温热的淡盐水冲洗鼻腔。

（王鸿彬 高永娜）

孩子流鼻血，仰头塞纸管用吗？

①6月1日上午，内丘县人民医院儿一科和中医康复科分别举办欢度“六一”活动，为在
病房里度过节日的小朋友送上关爱与祝福。 （秦玲 摄）

②5月29日，隆尧县医院口腔科医务人员走进童德拓智幼儿园，为这里的100余名小朋
友送上儿童节礼物，并为现场的小朋友、家长和老师们普及口腔健康知识。 （武静芳 摄）

③“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市三院为儿科住院小朋友送上了精美的礼物和温馨的祝福，
把欢乐送到了孩子们身边。 （王传利 摄）

④近日，邢台县中心医院举办庆“六一”儿童节活动，医务人员陪孩子们在医院里度过一
个别样的节日，体现了医护人员对患儿的真情和美好祝愿。 （韩瑞平 摄）

【应诊专家】孙丽英，主任
医师，市三院儿科一病区主任，
熟练掌握儿科常见病、多发病
的诊断和治疗，在小儿疑难、危
重症的诊治、小儿呼吸衰竭的
无创和有创机械通气、小儿呼
吸、血液、传染病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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