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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当成流感“神药”致供应紧张，但多种药物可替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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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4家医疗机构
将被注销执业许可证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高咏梅

记者日前从济南市卫计委了解

到，因长期未进行校验，济南同声肾

病医院、济南友谊血液净化中心、济

南长城医院、济南卫生学校附属门

诊被集中“点名”，即将被注销《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

济南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

机构校验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

医疗机构应当依法进行校验，被“点

名”的4家医疗机构超过校验期，未

及时向主管部门申请校验，济南市

卫计委将对其已取得的《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予以注销。

公告期限为2018年1月25日至

2018年3月24日，上述4家医疗机构

有权要求听证，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拟注销情况公告见下表：

省城白衣天使
造福高原荣归

◎济南医圈

长期感冒发烧竟致牙走形下巴短
济南市口腔医院专家提醒，要重视科学预防牙齿畸形

□见习记者 翟立超

今冬以来，流感来袭，不少

孩子中招。与此同时，一种针对

流感的药物“磷酸奥司他韦颗

粒”悄然走红，市场上甚至出现

“一药难求”的现象。磷酸奥司他

韦真的那么神吗？这波流感非它

不可吗？带着疑问，记者进行了

走访调查。

记者近日走访了济南市区

的6家药店，发现确实没有磷酸

奥司他韦颗粒在销。据阳光新路

一家药店的工作人员介绍，最近

几周不断有人进店询问有无该

种药品，多数是给孩子买的。据

这位店员说，因为磷酸奥司他韦

颗粒供应紧张，在医院也不容易

弄到，有的还进行了“限购”。

据医生介绍，本季的流感侵

袭力较强，需要较长时间的治疗

才能康复。而“磷酸奥斯他韦颗

粒”对治疗流感效果较好，在48
小时内服用可以有效缓解症状，

并对儿童流感具有一定预防作

用，且适用人群较广。

由于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对

这一波的乙型流感较为有效，加

上人们口口传播推荐，令这款

“神药”迅速蹿红，一时间有点供

不应求。部分家长甚至在孩子没

有感冒的情况，提前购买囤药。

这也是令磷酸奥司他韦颗粒供

应紧张的原因之一。

如此“未雨绸缪”，在医生看

来完全没有必要。据山东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李大夫介

绍，磷酸奥司他韦颗粒主要针对

甲型、乙型流感所引起的症状，

对普通感冒效果并不明显。如果

盲目服用，不仅可能花了冤枉

钱，还会耽误孩子的治疗时间。

专家提醒，孩子患感冒后应及时

到医院就诊，根据病症和医生建

议服药。

针对磷酸奥司他韦颗粒供

应紧张的问题，省城多位医生表

示，家长不用反应过度，医院和

市场上有多种药物与磷酸奥司

他韦颗粒具有类似的功效，完全

可以选择其他抗病毒的药物加

以代替。比如，连花清瘟颗粒等。

再次提醒大家，流感多发季

节要多喝水、保持空气流通、少

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注意保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等。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张鹏

2月4日，立春。我国古代对于

立春这个节气非常重视，一年之

计在于春，首先应做好养生。济南

市民族医院中医科专家路亮提醒

各位读者朋友，立春之后养生重

点是保护阳气、戒暴怒、忧郁。

“立春一日，百草回芽。”立

春养生讲究一个“早”字，一切生

机开始之时，怎么才能过好这

“一年中生命的第一步”呢？路亮

大夫介绍说，立春之后，重点是

早睡早起、养肝护肝。

春季的特点为阳气生发，万

物始生。这个季节，广大市民朋

友应该早睡早起，衣着宽松，适

当散步，使精神轻松愉快，保持

体内的生机。在精神养生方面，

要力戒暴怒，更忌忧郁，做到心

胸开阔，保持心境愉悦。

路亮指出，立春之后更要防

止旧病复发。古语云：“百草回

芽，旧病萌发。”立春后是疾病多

发的季节，如肺炎、肝炎、流脑、

麻疹、腮腺炎、过敏性哮喘、心肌

梗塞、精神病等。因此，患有这些

疾病的朋友需要特别注意调养

预防。

中医认为，春季应该特别注

意对肝脏进行保养，以顺应天

时。因此，平时可多做一些护肝

保健运动，以动作舒展、流畅、缓

慢为原则，符合肝气生发、畅达

的特点，可选太极拳、八段锦等。

另外，立春之时，适合点按曲泉、

太溪等穴位，以水养肝，预防春

季疾病，有条件的更建议配合艾

灸，效果更好。

在饮食方面，专家建议立春

之后忌酸辣、宜“升发”。在五脏

与五味的关系中，酸味入肝，且

具收敛之性，不利于阳气的生发

和肝气的疏泄。可以多吃一些具

有辛甘发散性质的食物，如葱、

香菜、花生、韭菜、虾仁等。

路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

过早减衣，应该“捂好”。

立春到了 养生重点在养肝护肝
中医专家提醒少吃酸的，多吃点韭菜葱等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李冰 李维振

近日，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援

藏干部内二科主治医师陈建新，圆

满完成援藏工作任务后顺利返回济

南。济南市卫计委组织人事处处长

张易及医院党委书记辛然、党委副

书记、副院长张承俊等到机场迎接。

2016年6月，陈建新第一时间报

名参加济南市医疗援藏任务，家人

给了他极大支持。经组织选拔考核，

他顺利成为第八批援藏干部，任白

朗县卫生服务中心(县医院)副主任

(副院长)。
援藏期间，陈建新在白朗县委

县政府的领导下、在济南第八批援

藏干部管理组指挥下，参与嘎普乡

卫生院标准化建设(总投资400万
元)，为白朗县11个乡镇购置流动卫

生急救车(总投资440万元)，为白朗

县医院购置20余件急需设备(投资

40万元)。
在白朗县卫生服务中心远程会

诊系统建设中，陈建新医生与山东

省立医院远程医学中心积极进行系

统对接，先后为20余名疑难患者进

行会诊治疗，对数百份患者化验单

进行现场诊断。

由于工作出色，他先后荣获济

南市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先进个

人、济南市第三届“最美健康守护

者”市级最美医生等荣誉称号。

机构名称 登记号
机构地
址
法定代表
人

济南同声
肾病医院

251511
370103
413935

济南市
七里山
路25号

时淑丽

济南友谊
血液净化
中心

613202
801370
10231A
5392

济南市
历下区
解放路
105号

Willamr·
raiskl

济南长城
医院

251513
370112
311239

济南市
洪楼南
路11－3
号

郑明锋

济南卫生
学校附属
门诊

370104
038011
槐荫区
王府庄
376号

李海鹰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尹静 林鹏

室外天寒地冻，屋里暖意融

融。2月3日上午，在济南市大明

湖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济南市口

腔医院正畸科王以玲主任带领

“微笑服务”志愿团队参与生活

日报大医生公益讲堂，为市民奉

上口腔健康讲座和义诊。

为什么会发生牙齿的错合

畸形？如何预防牙齿错合畸形的

发生？针对这两个备受关注的牙

齿矫正问题，王以玲主任为社区

居民详细讲解了牙齿错颌畸形

的发生和预防。之后，她为每位

到场的市民进行了全面的口腔

检查，并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

了认真解答。

济南市口腔医院“微笑服

务”志愿团队的医务人员，现场

进行了详细记录，并向市民发放

查体通知单、口腔健康宣传手册

和无纺布环保布袋。

济南市公交公司张波志愿

者团队的爱心驾驶员们，也冒着

严寒来讲座现场献爱心，帮助群

众登记，指引入场，维持秩序。他

们还送上热腾腾的菊花茶，赢得

大家好评。

在现场，一位戴围巾的小朋

友引起王以玲的注意。她对同行

的家长说：“孩子是不是小时候

经常感冒发烧、咳嗽，夜里打呼

噜、喘气不顺？”这位家长连连点

头说：“对啊！孩子小的时候，上

下牙基本上能够对齐了，就是因

为有几年的时间老是反复感冒

发烧，咳嗽，晚上一整夜都是张

嘴呼吸。时间长了，引起下巴往

后缩，她自己感觉不漂亮，就想

整整牙。您看看怎么办好啊？”

王以玲表示，孩子小时候反

复咳嗽、呼吸不顺往往会引起牙

齿畸形，改变容貌。“如果孩子有

这样的情况，一定尽快就医治

疗，否则会耽误了孩子。这种牙

齿变形，矫正起来非常麻烦，过

程中孩子也有一定痛苦。”

家长介绍说，孩子13岁之前

没有矫正过牙齿，以前没觉得下

巴会出现什么问题，最近发现她

的下巴回缩比较厉害。王以玲现

场给这位小朋友进行了诊断，同

时给出了治疗方案。她一边义诊

一边告诉家长，除了整牙之外没

好的办法改善口呼吸面容(也叫

腺样体面容)；如果想在下巴动

手术，则需要18岁之后进行。听

了专家的耐心解读，家长和孩子

很满意，连声道谢。

王以玲告诉记者，到场的中

老年朋友普遍存在牙周疾病、牙

列缺损等问题，而青少年朋友主

要以牙齿错颌畸形为主。产生这

些症状的主要原因是，大家对口

腔健康状况存在一些认知误区

和不重视，大众口腔保健意识还

有待提高。

王以玲主任从事口腔正畸

临床工作二十多年，擅长青少年

各种错颌畸形的矫治，对成人原

发错颌畸形、牙周病所至错颌畸

形的矫治有独到之处。她的门诊

时间为每周三、周四。

特别提醒：欢迎广大市民加

入生活日报大医生读者群，QQ
群号：366040179，可以免费咨询

专家各类健康问题。如果您想听

更多医学知识，可以给大医生提

前预约专家讲座和义诊。欢迎企

事业单位和学校与本报联系，本

报将带领大医生讲座及义诊活

动走入各个社区和各单位，为大

家 送 健 康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

(0531)85193285。

济南市口腔医院医务人员为市民奉上口腔健康讲座和义诊。 记者 王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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