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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
中心主办，河北省眼科医院承办的
第三届第二期北京协和多学科合作
眩晕诊疗规范化研讨班在河北省眼
科医院成功举办。来自北京协和医
院、北京天坛医院、中日友好医
院、河北省眼科医院的专家为来自
省内外的近400名学员进行了专题
培训。

眩晕是常见的临床症状，涉及
多个临床学科，学科的专业化导致
相关眩晕知识的机械割裂，需要重
建有机的联系，合作、交流、提高
已成为趋势。规范化成为学术推广
和水平提高的主要目标。本次培训
班重在多学科的合作与交流，对临
床上的疑难病例和易误诊情况从多
学科如何合作进行了讲解。

北京天坛医院赵性泉教授以
《脑老化与运动认知风险》为题，从
我国当前老龄化现状讲起，介绍了
脑老化的表现、运动认知风险综合
征、老年人步态障碍、神经科最常

见的步态障碍病因，步态障碍相关
因素和评估等，并现场回答了与会
人员提出的临床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并给出了治疗建议。

北京天坛医院鞠奕教授的讲座
题目是《眼球震颤辨识与治疗》，讲
解了眼球震颤的概念、基本特征及
分类方式，提出眼震作为一种临床
体征对定位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并
基于病因的眼震分类，讲解了固视
对眼震的影响，对临床诊断提出了
针对性的建议。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骨科李中实
教授的讲座题目是《颈椎病与眩晕
的相关性研究》，李中实教授用幽默
的语言，真实的临床病例介绍了颈
性病的分型、颈椎病的发病机制，
他提出，与眩晕相关联的学科及疾
病非常多，涉及相关疾病达 100余
种，眩晕的临床表现、症状繁多，
着重讲解了颈椎眩晕的临床特点和
发病特点，强调眩晕要进行相关学
科及疾病的鉴别。

北京协和医院的蒋子栋教授上
午就《前庭性偏头痛与偏头痛等位
症》进行了讲解，介绍了前庭性功
能的概念，前庭性偏头痛的诊断标
准、症状特点，讲解了前庭性偏头
痛与梅尼埃病诊断甄别要点，对后
期治疗的不同进行了分析。通过前
庭性偏头痛与相关疾病的关系分
析，强调前庭性偏头痛一定要症状
诊断配合排除诊断，避免出现误诊
耽误病情。蒋子栋教授下午的讲座
题目是《中枢与外周前庭疾病甄别
策略》，他通过眩晕门诊常见疾病
群，介绍了眩晕疾病流行病学分
类。根据规范讲解了眩晕相关疾病
诊断方法和思路。通过亲身经历的
一个病例详细介绍了孤立性眩晕症
状患者病程表现为亚急性时，非常
易造成误诊，并通过这一病例对照
比较了外周性眩晕与中枢性眩晕的
各项区别，提示基层医务工作者一
定要详加鉴别。

北京协和医院毛晨晖教授的讲

座题目是《痴呆的概念和诊治》，他
从全球老龄化现状、全球尤其是我
国老年痴呆患者逐年增加的现实，
讲解了痴呆的概念、分类、与耳鼻
喉科的关系，痴呆的诊疗方法，强
调及时诊断和治疗能够改善患者的
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照顾负担。

河北省眼科医院副院长王春华
分享了《眩晕病例介绍》，通过三个
治疗过的病例，分享了耳鼻喉科在
诊断治疗眩晕的过程中的经验，强
调了多学科合作在诊断治疗眩晕疾
病中的重要性。

本次培训各位讲座专家均通过
自己诊疗的病例为大家进行讲解，
课件制作中使用了大量真实病例的
视频资料，内容直观，易于理解。
前来聆听讲座的基层医务工作者表
示，能在家门口得到国内顶级专家
的培训，既开扩了眼界，又了解了
最新专业知识，尤其是对自己的临
床工作具有非常大的指导作用。

（董克强）

北京协和多学科合作眩晕诊疗规范化研讨班

在河北省眼科医院举办

7月3日，由中国妇女发展
基金会主办，邢台县中心医院
承办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白衣天使基金”金佰利关爱
天使行动走进邢台县中心医
院。白衣天使基金会专家为白
衣天使基金亲子拥抱课堂优秀
项目单位代表和申请参与项目
单位代表赠送了关爱礼包。

（韩瑞平 摄）

近日，内丘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张顺带着医院党委的诚挚祝福和问
候，到定点扶贫村獐貘乡南獐貘村开

展“七一”建党扶老帮困慰问活动，
走访看望慰问老党员、困难群众、村
干部和驻村干部。 (秦玲)

内丘县人民医院

走访慰问贫困村老党员

“冬病夏治”，又称“三伏灸”，是中
医学基于《素问·四气调神论》中：“春
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一理论的一种独
特疗法，是指某些好发于冬季，或在冬
季加重的疾病，趁其在夏季病情缓解
时，通过中医辨证论治，采用穴位贴
敷、针刺、督灸、十字灸、葫芦灸、脐疗、
小儿三伏推拿、药物内服等进行预防
性治疗的一种方法。

穴位贴敷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夏令
三伏天，即每年的初、中、末三伏，每隔
10天为“一伏”，每年贴敷4次，连续贴

敷3年为一个疗程。
今年的贴敷时间为：初伏：7月12

日—14 日；中伏：7 月 22 日—24 日；
中伏加强：8月1日—3日；末伏：8月
11日—13日。

市五院冬病夏治三伏灸经验丰
富，科学贴敷、用药精准，穴位贴敷、督
脉灸、十字灸、脐疗、葫芦灸、泥疗、针
刺、拔罐、小儿三伏推拿等特色三伏疗
法广受患者好评，该院针灸理疗科冬
病夏治三伏灸将于本周五正式开启。

（白娟）

市五院

冬病夏治三伏灸本周五开启

7月 6日 15时，我市第一例生物
可吸收支架手术在清河县人民医院
完成。

这次植入生物可吸收支架的是
一位54岁男性患者，他近年生活在
海外，过去因为冠心病心梗已经先后
植入了3个金属支架。因为饱受金属
支架“折磨”，他一直都在关注冠心病
心梗治疗新进展。今年，他得知国产
生物可吸收支架研制成功，并已大面
积临床使用，非常高兴。在冠心病再
次复发之后，决定植入生物可吸收
支架。为此，他特意坐飞机从海外归
来，在清河县人民医院胸痛中心进
行手术。

清河县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首席专

家张春营介绍，此次手术有一定难度。
因为该患者堵塞冠脉过长，一个支架
不够用，必须进行两个支架的串联，技
术要求很高。凭借高超的技术，他们非
常成功地实施了这例手术。

据悉，该型生物可吸收支架基体
是由左旋聚乳酸高分子材料制成，该
材质的完全降解产物为水和二氧化
碳。在植入人体完成血运重建后，随着
抑制再狭窄药物的释放和内膜修复的
完成，支架基体在血管内膜里稳定降
解，3年左右被人体组织完全代谢吸
收，体内不再存有异物，从而使血管结
构功能得到极大恢复，实现了血管再
造。具有很强的安全性。

（闫秀真）

清河县人民医院

完成冠脉可吸收支架手术

虽已接连多日的高温天气，但7
月12日才是入伏头一天。邢台市人民
医院针灸理疗科提醒大家，邢台市人
民医院针灸理疗科2019年三伏贴定
于本月12日开始。

邢台市人民医院针灸理疗科开展
三伏贴敷治疗10年来，共治疗病人几
千人次，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取
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针灸理疗科三
伏贴敷全部采用反复研制的中药生
药，皮肤反应适中，疗效显著，患者耐
受性和依从性较高，是“治未病”的成
功范例。

祖国医学认为“天人合一，天人相
应”，三伏天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
期，亦是人体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此
时气血趋于机表，皮肤松弛，毛孔开
张，有利于药物的渗透，有助于邪气的
外驱，因此在三伏天里运用特配的中
药敷贴于特定的穴位，刺激经络，通过
经络的循行和气血的输送可将药物直
达病所，达到治病的目的。

据了解，三伏贴的适应症为：1、反
复感冒、慢性咳嗽、慢性咽炎、过敏性
鼻炎、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属
于“冬病”范畴的多种肺系疾病，免疫

低下；2、虚寒性慢性胃病、慢性腹泻
等消化系统疾病；3、风湿或类风湿关
节炎、颈肩腰腿痛，四肢寒凉怕冷，痛
经等疾病。其禁忌症为：2 岁以下儿
童、发热等疾病急性期患者；贴敷部位
有破损者；瘢痕体质、过敏体质、皮肤
病患者。

同时，应注意以下事项：1、贴敷对
象为年龄要求≥2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2、贴敷期间，忌烟、酒、生冷、油腻、辛
辣之品。3、贴敷之后可能在皮肤上留
下中药的沉着，用湿毛巾擦拭即可。
4、贴敷后局部皮肤微红或有色素沉
着、轻度搔痒均为正常反应，不影响疗
效。5、贴敷后皮肤局部出现刺痒难
忍、灼热、疼痛感觉时，应立即取下药
膏，禁止抓挠，不宜擅自涂抹药物，一
般可自行痊愈。6、若皮肤出现红肿、
水泡等严重反应，需及时到医院就医。
7、其他谨遵医嘱。

2019 年“三伏贴”贴敷时间：一
伏：2019 年 7 月 12 日、13 日、14 日；
二伏：2019年 7月22日、7月23日、7
月 24 日；三伏：2019 年 8 月 11 日、12
日、13日。

（郭少一 张杰）

市人民医院

将开展冬病夏治三伏贴治疗

日前，一位吞食螺丝及15厘米
长钉子的年轻男子，被邢台市第二医
院内镜室成功解救。

6月25日下午，两个年轻人带着
另一年轻男子走进市二院内镜室。主
任闫贵俊立即询问情况，才知该男子
吞食了螺丝及15厘米长钉子，而且
超过24小时！当时患者已经疼痛难
忍蜷缩在地，捂着肚子，弓着腰，一
脸的痛苦，呻吟着。

“必须马上取出，否则，钉子、
螺丝会慢慢滑入到肠内，再取出更为
不易，而如果行腹部手术，对患者造
成的创伤会更大。”闫贵俊决定为患
者通过胃镜取出钉子和螺丝。

15厘米的铁钉子，用胃镜来取，
也是具有一些风险的。闫贵俊说，由
于钉子为长条形在胃内易嵌钝，且一
端为锋利尖端，极易引起消化道穿孔
及出血等并发症，另一端为光滑钝
面，不易抓取，一不小心就会划伤消
化道黏膜，如果划破动脉血管，引起
大出血，后果不堪设想。

怎么办？闫贵俊静心屏气，凭着
对胃镜技术的自信，将镜管缓缓从患
者口腔插入，到达预定长度后，她轻

轻转动调节钮，仔细寻找钉子和螺
丝。“千寻万觅”，终于，钉子和螺丝
被一一找到。一次，两次，再一次调
整角度后，终于，异物被牢牢夹住，
连同长管一同慢慢往回撤，从胃退到
食道，5厘米，10厘米……经过1个
多小时的努力，15厘米长的钉子和螺
丝被顺利地“叼”出了口腔。

一时间，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
如释重负般长舒一口气。

闫贵俊介绍，每年都要接诊不少
胃内异物的病人，以鱼刺、鸡骨、枣
核、牙签等异物为主。她提醒，谨防
异物卡食道，平时进食时要细嚼慢
吞，切勿囫囵吞枣，一旦发觉咽部异
物后，应立即停止进食并尽量减少吞
咽动作，张大口腔，让亲朋好友用汤
匙压住舌头，用手电筒照亮口腔，了
解异物大小、位置。若发现异物较
浅，可用长镊子或筷子夹住，轻轻拔
出即可；若异物位置较深，自行探查
拔出困难的异物，一定不要乱捅乱
拔，更不能迷信民间那些不科学的方
法，否则很容易损害食管造成二次伤
害，应立即到医院，交由医生处置。

（张平勤 刘璐）

市二院

用胃镜取出长钉患者化险为夷

最近，市医专二附院消化内科
门诊的腹泻患者多了起来，该院消
化内科主任许双朝认真问诊，详细
检查，然后给予开方治疗。然而，
有的患者他给予抗生素治疗，有的
患者他给予抗病毒治疗，还有的患
者他给予含有消化酶的制剂……

为什么同样是腹泻，治疗方
法却不同呢？“不同的腹泻表现不
一样，治疗方法也不一样。”许双
朝说。

许双朝介绍，常见的腹泻类型
有：细菌性食物中毒、病毒性腹
泻、受凉后腹泻、消化不良腹泻、
功能性胃肠病性腹泻等。

细菌性食物中毒属于细菌感染
导致的腹泻，如致病性大肠杆菌、
沙门菌、痢疾杆菌等细菌感染都会
引起不同程度的腹泻。不同的细菌
感染需要不同的抗菌药物来治疗，
最好由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来指导
用药，不可盲目胡乱应用抗菌药
物，以免造成菌群失调，从而可能
加重病情，治疗起来更加困难。

病毒性腹泻大多由轮状病毒等
病毒感染引起。儿童的病毒性腹
泻，大便会稀得像蛋花汤似的，每
天五六次，同时会伴有发热和食欲
减退。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抗病
毒的药物。同时要补充水分和电解

质，可服用口服补液盐。对于病毒
性腹泻，切记不能乱用抗生素，抗
生素不会杀病毒，反而会干扰正常
菌群，引起菌群失调性腹泻。

夏季因食入过多冷饮冷食、在
空调房穿露脐装，或在健身运动后
洗冷水澡等都容易引起受凉后腹
泻，多数患者可自愈，如水泻次数
较多，可以口服补液，以补充水、
盐，不必使用抗生素。

对于因进食过多或进食不易消
化的食物引起的消化不良腹泻，表
现为排出溏薄酸臭的大便，伴有恶
心、嗳气、腹胀、排臭屁等等。应
节制饮食并服用含有消化酶的制剂。

“对于腹泻，要防止一些治疗上
的误区。”许双朝说。

不少人认为，缓解腹泻应该多
喝热水，其实这是一种认识误区。
腹泻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体脱水，患
者的确需要补水，但此时过量饮用
热水反而可能加重腹泻。腹泻时人
体补水，是要补充电解质。一些人
出现腹泻症状后，会选择不吃不
喝，这也是不可取的。腹泻期间长
时间禁食容易营养不良，影响身体
免疫力，身体反而恢复慢。出现腹
泻的人，可以食用稀饭、软面条等
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少食多餐。

（王鸿彬 高永娜）

腹泻表现不同，治疗方法不同

内丘县赵先生：父亲今年 68 岁
了，近期起夜特别多，一晚要上十几
次厕所，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前列腺
增生，这种病是怎么形成的呢？

吕修臣医师：前列腺增生也叫良
性前列腺增生，是中老年男性的常见

疾病之一。有资料显示：50岁以上男
性前列腺增生发病率大于50％，80
岁以上男性发病率高达90％。其主要
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尿失禁、尿滴
沥、尿等待以及夜尿增多等，因增生
的腺体凸向后尿道，使尿道伸长、弯
曲、受压变窄，引起膀胱出口梗阻、排
尿困难等下尿路阻塞症状。严重患病
者可导致尿潴留、反复血尿和尿路感
染，甚至引起梗阻性肾功能衰竭，严
重影响中老年男性的生活质量。

前列腺增生的发病机制、病因尚
未完全明确。目前公认高龄和有功能
的睾丸是前列腺增生发病的两个重
要因素，两者缺一不可。受性激素的
调控，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睾酮、双
氢睾酮以及雌激素水平的改变和失
去平衡是前列腺增生的重要因素。此
外，吸烟、肥胖及酗酒、家族史、地理
环境与前列腺增生也有关系。

桥西区王先生：我家亲戚被诊断
为前列腺增生，近期排尿困难症状逐
渐加重，只能靠插导尿管排尿，有什
么好的治疗方法吗？

吕修臣医师：前列腺增生的治疗

方法主要有口服药物治疗、手术治疗
和微创介入治疗。如果前列腺增生症
状轻微，可观察，无需治疗。前列腺增
大伴下尿路症状的患者需要接受药
物治疗，必要时进行手术治疗。其中，
前列腺动脉栓塞术（PAE）是一种微
创手段，通过一根细小的导管对前列
腺供血动脉注射栓塞剂阻断前列腺
血供，从而使异常增生的前列腺组织
缺血坏死、消融成腔、逐渐萎缩，最终
导致膀胱以下梗阻解除和症状缓解。
此技术不需麻醉、不经过尿道途径、
无出血风险、住院时间短，是一种创
伤小、疗效好、安全性强、并发症少的
新方法。适用于：1.年龄大于40岁的
男性患者，前列腺体积大于30cm3，被
诊断为前列腺良性增生合并严重下
尿路症状，药物治疗6个月效果不明
显。2.有急性尿路梗阻症状，药物治疗
无效者。3.高龄体弱或合并严重内科
疾病，不能耐受外科手术者。4.拒绝外
科手术治疗的患者。

邢台县刘先生：介入手术治疗前
列腺增生，需要术后平躺24小时吗？
父亲有腰疼症，不能久躺，有什么解

决办法吗？患者术后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吕修臣医师：过去介入手术基本

都是穿刺大腿根的股动脉，术后需要
制动预防穿刺部位出血。我们开展的
前列腺动脉栓塞治疗前列腺增生是
穿刺手腕部的桡动脉，术后使用桡动
脉止血压迫器止血，术后即可下地活
动，不需要在床上制动预防出血。

前列腺动脉栓塞术后并发症轻
微，少数患者仅感到耻骨联合后轻度
酸胀，多数患者无任何感觉。一般患
者7天拔除尿管即可顺畅排尿，少数
患者需等2—4周才可满意排尿，术
后3个月前列腺腺体凝固性缺血坏
死明显，尤以中央叶显著，前列腺体
积逐步缩小。

患者术后日常护理需注意以下
几点：

1.注意防寒，预防感冒和上呼吸
道感染等。2.不能憋尿，一定要做到有
尿就排，同时保持大便通畅。3.避免久
坐，白天应多饮水，夜间适当减少饮
水。4.慎用某些药物，比如阿托品、麻
黄素、异博定等。5.及时、彻底治疗前
列腺炎、膀胱炎与尿道结石症等。6.注
意全身保暖，尤其是小腹、会阴部的
保暖。7.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保证充
足的睡眠，积极的心态，防止无规律
的生活或过度疲劳引起免疫力下降。

(李丽霞 王传利)

微创介入栓塞术治疗前列腺增生

【应诊专家】吕修臣，市三
院介入科主任医师，省肿瘤介
入专业委员会委员,市医学会
放射专业委员会委员,市临床
肿瘤学会专业委员会理事，市
医学会肿瘤内科专业委员会
常委。从事介入诊疗学科 25
年，具有丰富的外周血管介入
及综合介入诊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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