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肛门瘙痒不是小问题
省立西院专家提醒：严重痔疮、肛瘘、肠炎甚至肠癌都可能是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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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丽

生活日报8月2日讯 肛门

瘙痒对于一些人来说似乎是个

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在湿热的天

气或者在食用辛辣食物之后。然

而，肛门瘙痒有时却又不能被忽

视——— 记者从山东省立医院西

院肛肠科获悉，一段时间以来，

该科接诊的一些有肛门瘙痒症

状的患者中，有不少确诊肠炎甚

至肠癌。

“肛门瘙痒也是一种疾病的

提示。”省立医院西院肛肠科主任

李峰介绍说，严重痔疮、肛瘘、肠

炎甚至肠癌都可能引起肛门瘙

痒，尤其是中老年人长期有此症

状的还是应该仔细检查一下。

家住槐荫区的市民王先生今年

62岁，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吃饭

不规律，落下了肠胃不好的老毛病。

大约半年多以前，王先生开始断断

续续便秘和腹泻，还时常感觉肛门

痒得厉害。

“那时候只是觉得年纪大了，可

能肠胃功能更退化了。”王先生说，

他只是继续服用以前常吃的治肠胃

的药，并更加注意饮食。有时肛门痒

得忍不住了，就跑到厕所里用卫生

纸多擦拭几遍，或者涂一点治皮炎

的药膏。

今年6月，一次王先生的儿子听

说了这件事，硬是拉着他去了省立

医院西院看病。仔细询问了王先生

的情况，肛肠科李峰主任建议他做

肠镜，肠镜结果显示竟然是结肠癌。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接诊的一

百多例患者中，查出5例是肠癌，而

这其中几乎都有肛门瘙痒的症状，

这值得大家重视。”李峰介绍说，但

凡长期的肛门瘙痒，总归会有一个

原因。除了部分是湿热天气或者饮

食刺激造成的瘙痒，还有可能是重

度的痔疮，肛瘘，肠炎、肠息肉甚至

肠癌引起的。“因为这些问题会导致

肛门闭不严，肠黏液、分泌物渗出，

导致肛门的瘙痒。”

李峰表示，很多患者有长期的

肛门瘙痒或者是忍着，或者去看皮

肤科或中医调理，但是很多情况下

都应当检查一下肠道明确病因，以

免延误病情。

记者从省立医院西院获

悉，为满足广大患者就诊需

求，6月开始，每个周末知名专

家李峰和刘万忠都将在西院

肛肠科就诊。

李峰，主任医师，中华中

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常务理

事。目前重点开展混合痔，肛

裂，肛门脓肿，肛瘘，肛乳头

肥大，直肠息肉，直肠癌，结

肠癌，便秘，结肠炎的诊断、

治疗和研究。对混合痔，内

痔，外痔，肛裂，肛乳头肥大，

肛门脓肿，肛瘘，直肠息肉，

结肠息肉，直肠癌，结肠癌的

诊断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积极开展肛肠疾病的微

创治疗。

刘万忠，副主任医师，目

前重点开展混合痔，肛裂，肛

门脓肿，肛瘘，肛乳头肥大，直

肠息肉，直肠癌，结肠癌，便

秘，结肠炎的诊断、治疗和研

究。对混合痔，内痔，外痔，肛

裂，肛乳头肥大，肛门脓肿，肛

瘘，直肠息肉，结肠息肉，直肠

癌，结肠癌的诊断治疗具有丰

富的临床经验，开展P PH、

TST、COOK、RPH、CRH、

LIFT等微创手术。满足了病

人痛苦少，时间短，恢复快的

要求。

咨 询 电 话 ：0 5 3 1 -

80990029

肛门久痒不止，竟确诊结肠癌 每个周末都有知名专家坐诊

齐鲁女性关爱计划大型公益援助活动启动
将为百名患者免除妇科微创手术费

□记者 秦聪聪

生活日报8月2日讯 8月2日，“齐

鲁女性关爱计划大型公益援助活动暨

百例公益妇科微创手术案例征集启动

仪式”在济南举行。本次活动由齐鲁晚

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产科主办，济

南艾玛妇产医院协办，旨在引导全社

会积极关注女性群体，尤其是基层女

性朋友的健康问题，通过公益援助，为

受妇科肿瘤困扰的患者提供最专业的

医疗服务，减轻经济负担，减轻身心痛

苦。

子宫肌瘤在30-50岁的女性发病率

约30%，40-50岁发生率最高，约占

51 .2%-60.9%。对于家庭贫困的女性来

说，一旦患上这些疾病中某一类，高昂

的手术费和传统手术带来的身体创

伤，并让她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为此，此

次公益援助活动将由齐鲁医院妇产科

和济南艾玛妇产医院组成的专家团

队，走进企业、走进社区，开展健康讲座

和公益义诊，计划为数千名基层女性

进行免费妇科检查，为100名符合条件

的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不孕不育患者

免专家手术费进行妇科微创手术治

疗。

即日起，活动开始接受报名。凡

山东省内户籍女性均可通过关注微

信公众号“齐鲁孕婴童”(微信号：

qlyyt)、“济南艾玛妇产医院”(微信

号：jnamfcyy)，点击下方进入报名通

道报名；或拨打活动热线：0 5 3 1 -
82316663报名。经主办方专家团队审

核通过后，可接受免费妇科检查和免

手术费微创手术治疗。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马庆琳 孟聪

生活日报8月2日讯 您还在为

疝气所困扰吗？得了疝气需不需要手

术，什么时候做手术，治疗效果怎么

样？记者从济南市中心医院胃肠外一

科获悉，医院免费义诊活动开始啦，

其间就诊的市民还将获得健康大礼

包。

义诊期间(8月7日-8月12日)，您无

需挂号，直接到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

中心医院胃肠外一科“疝友之家”(外
科病房楼14楼)，那里会有专业医生为

您提供免费查体和咨询。义诊范围包

括腹股沟疝、脐疝、切口疝、白线疝、食

管裂孔疝、腹直肌分离、反流性食管炎

等。在此期间，对于符合条件的腹股沟

疝患者(包括成人疝和小儿疝)，实施
日间手术，专业手术团队保证手术质

量。

济南市中心医院举行疝病义诊活动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董自青 金华

生活日报8月2日讯 为惠及广

大孕产妇，提高出生人品质量，济南

市妇幼保健院自8月1日起推出无创

DNA产前检测惠民服务，无创DNA
产前检测项目费用降至每例1 2 0 0
元。

据了解，无创DNA产前检测,又
称产前DNA高通量测序，无创胎儿

染色体非整倍体检测等。通过深度测

序及生物信息可分析检测到该变化，

从而计算出胎儿患染色体非整倍体

的疾病风险，以此判断是否患三大染

色体疾病：唐氏综合征(21-三体综合

征)、爱德华氏综合征(18-三体综合

征 )、帕陶氏综合征 ( 1 3 -三体综合

征)。这三种染色体病造成严重的出

生缺陷，包括非常严重的畸形、发育

障碍和智力低下等症状，且以目前的

医疗手段存活者终生无法治疗，一旦

患儿出生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

的经济和精神负担。该项技术具有

“早、安、准、快”的特点。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是2015年国

家卫计委妇幼司发布第一批高通量

测序产前筛查临床试点单位。自2015
年无创项目开展以来，已经为8000余
名孕妇做了该项检查。为使更多的孕

妇受益，该院积极探索，降低成本，更

新技术，力求使该项服务更加亲民、

惠民。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推出无创DNA产前检测惠民服务

老年人牙缺失怎么办？听专家给您讲

□记者 王丽 实习生 陈皓

生活日报8月2日讯 随

着年龄的不断增加，人的身体

的各项机能会出现老化，从而

带来许多问题，如牙齿缺失等

等。那么，牙齿缺失都有哪些

危害？牙齿缺失后怎么办？随

着口腔疾病越来越被人熟悉，

很多人都非常关注，也希望进

一步了解关于口腔方面的医

学知识，为此，本报特别邀请

了省内资深口腔专家、济南圣

贝口腔医院相金贵院长本周

六“坐镇”生活日报读者体验

中心，进行老年牙缺失与种植

牙方面的公益讲座。

相金贵，现任济南圣贝口

腔医院院长，原山东省交通医

院口腔科主任，聊城市第二人

民医院口腔科主任，聊城市口

腔学会副主任委员。从事口腔

颌面外科40余年，有着丰富的

临床经验，在我省口腔界享有

盛名。擅长唇腭裂的修复；上下

颌骨各类型囊肿的摘除术；颌

面部炎症各间隙部位的脓肿切

开引流术；各类阻生牙拔除术

及三叉神经疼的各种治疗；人

工种植牙及牙齿美容。

时间：5日上午9点至11点；

地址：生活日报读者体验

中心(历山路118号，优品汇奥

特莱斯广场负一层)

□记者 王丽 实习生 陈皓

生活日报8月2日讯 自7
月15日暑期青少年耳鼻喉公

益活动———“幼苗扶持计划”

开启以来，济南耳鼻喉医院的

门诊大厅里便形成了儿童青

少年患者“扎堆”看病的现象。

活动不仅邀请北京各大医院

的权威专家周末亲诊，而且针

对青少年开展专享1500元住

院补贴，此外，活动力度最大

的便是3-18岁青少年支付一

元钱即可享受耳鼻喉疾病的

内窥镜筛查。

“孩子开学就上初二了，

过敏性鼻炎总是反复发作，特

别影响生活和学习，平时上课

没时间看病，看到济南耳鼻喉

医院的一元筛查耳鼻喉疾病

的活动，就赶紧带孩子来看

看。”来自平阴县的吴雪(化
名)母亲向记者说起了自家孩

子的情况。据幼苗扶持计划负

责人俞主任介绍，自幼苗扶持

计划“一元筛查耳鼻喉疾病”

活动开启以来，近百名青少年

从多个县市赶来医院就诊，其

中70%的青少年患有不同程

度的耳鼻喉疾病，其中以过敏

性鼻炎、鼻窦炎、扁桃体腺样

体肥大、鼾症为主要病种。据

了解，一元筛查耳鼻喉疾病活

动的目的是为了让青少年耳

鼻喉患者能够尽早发现、尽早

治疗，减少耳鼻喉疾病给他们

生活和学习带来的不良影响，

保障孩子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专家提醒，耳鼻咽喉是人

体的重要器官，是人体抵御疾

病的首位门户。一旦发病，易导

致大脑发育异常，智力、记忆力

下降，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

中、嗜睡等，严重影响儿童青少

年的生活和学习，威胁着孩子

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耳鼻喉疾

病通常会有一些前期症状，如

鼻炎会出现鼻塞、打喷嚏、鼻涕

发黄、头晕头痛、前额胀痛；扁

桃体腺样体肥大会有嗓子肿

痛、张口呼吸、打呼噜、发烧；咽

喉炎会有咽干、咽痒、咽异物感

等症状。此时家长应高度重视，

做到“三早”，即“早发现”、“早

检查”、“早治疗”。活动咨询热

线：0531-82701233。

济南耳鼻喉医院推出1元筛查活动

大医生

本周六上午，资深口腔专家相金贵“坐镇”本报

读者体验中心，主讲老年牙缺失与种植牙

济南日月潭养老中心欢庆八一
□见习记者 孙梦媛

生活日报8月2日讯 今年是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在济南日

月潭养老中心入住的老人中有很多

有参军入伍的经历。为了庆祝这一节

日，日前，日月潭养老中心的老人们

与章丘区百脉演艺俱乐部共同举行

了庆祝“八一”建军节联欢会。

联欢会在舞蹈《张灯结彩》中拉

开帷幕，演出中男女对唱、吕剧、京剧

以及太极拳表演、葫芦丝《军港之夜》

等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赢得了台下观

众的阵阵掌声与好评。养老中心老人

演唱电子琴伴奏《共筑中国梦》、《映

山红》虽然是临时排练但也不断引起

台下观众的共鸣。演出最后在“太老”

合唱队演出的大合唱《我是一个兵》、

《团结就是力量》中圆满结束。据中心

负责人介绍，该支合唱队由中心23位
老人组成，他们都已四世同堂，最大

的93岁，最小的81岁，尽管他们年龄

大，行动不便，但他们的精神深深感

动了在场所有人，会场上响起了经久

不息的热烈掌声。

93岁的离休老干部邴德全老人

参加过济南战役，是一位退伍老兵，

看沙场阅兵激动得连饭都没顾上吃。

他还向中心赠送了亲自书写的书法

作品“敬老爱老、忠诚担当、孝慈至

善、文化养老”。据悉，中心还将于近

期组织象棋、麻将等多项活动庆祝八

一节。


	S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