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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慢性病侵袭 大咖面对面献计
济南市中心医院资深专家科普慢病防治，还提供义诊服务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马庆林

生活日报8月5日讯 我国
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2人患心
脑血管，每10秒就有1人死于
心脑血管病，每12秒就有1人
中风……各种慢性疾病蔓延迅
速，发病年龄趋向年轻化！为了
让市民朋友远离高血压、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各类疼痛等慢性
病的困扰，生活日报大医生公益
讲座特邀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
心医院资深专家李红宇，聊聊如
何远离慢性病困扰，帮您实现
健康自我管理、自我修复、自我
完善。本周六上午（11日），大医
生讲座与您不见不散！

李红宇主任介绍说，慢性

病不仅能拖垮一个人，还能拖
垮一个家庭。2017年发布的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
划》，将早期筛查视为预防癌
症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发展
的重要手段。根据山东省卫计
委《关于开展重点慢性病机会性
筛查试点的通知》文件要求，济
南市中心医院做为筛查试点指
定医院，开展了万人“早癌和心
脑血管疾病”大筛查活动，力争
实现慢性病的早发现、早诊断、
早干预、早治疗。为了将惠民举措
更好地落实到位，在此次大医生
公益讲座活动现场，济南市中心
医院早癌筛查中心工作人员将免
费为您提供咨询服务，而现场
预约医院早癌筛查项目的市民
也将享受最大力度优惠。

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李红
宇是济南市中心医院的全科医
生，师从生命学家潘麟先生、玉
玄子先生等多位导师，中西医融
合诊治是其专长。在讲座现场，

李红宇也将为您提供义诊服务。
义诊资格先到先得，前30名到
场市民将自动获得。

讲座时间：8月11日9:30至
12：00

讲座地点：大明湖党群服
务中心。该中心位于按察司街

66号大明湖小学西邻100米路
南，大家可以乘坐K59、101、
K50、K151、31路公交车在青龙
桥站点下车，步行200米即可
到达。如果您找不到具体位
置，可拨打该活动中心电话
(0531)88519171咨询。

孤独症并不遥远 每年新增达20万
大医生揭秘“来自星星的孩子”，让我们一起关爱他们

“到底是大专家，用药如有神！”
知名皮肤病专家孙建方教授扫除女孩皮肤顽疾

□记者 王丽

生活日报8月5日讯 患有
孤独症的孩子，被叫作“来自星
星的孩子”。目前，我国孤独症
患者超过1000万，0至14岁的患
者超过200万，并以每年20万的
速度增长！为了让广大市民深
入了解孤独症，本报特邀山东
省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殷
爱华做客大医生讲座。

孤独症究竟是怎样的一种
病呢？殷爱华介绍说，孤独症是
以社交沟通障碍、兴趣或活动
范围狭窄以及重复刻板行为为
主要特征的神经发育性障碍。
有5种早期的行为标记，简称

“五不”行为：不看（或少看）、不
应（或少应）、不指（或少指）、不
语（或少语）、不当（行为不当）。

不看，指目光接触异常。

不应（或少应），包括叫名
反应和共同注意。

不指（或少指），缺少恰当
的肢体语言，无法对感兴趣的
事物提出请求。

不语（或少语），语言发育
出现延迟。

不当，行为不当，指不恰当的
物品使用及相关的感知觉异常。

家长们一旦发现孩子有以
上“五不”行为之一，请一定带
孩子及时就诊，越早越好！因为
到目前为止，孤独症病因不详、无
法预防、尚无药物可以完全治愈！
一旦患有孤独症，将伴随终生。

如何认识、识别孤独症，如
何帮助这些“星星的孩子”？大
医生公益讲座特邀殷爱华医师
和您一起聊聊孤独症。讲座之
后，殷爱华将现场为30位市民
提供义诊咨询服务。义诊资格

按到场顺序排定，先到先得。
讲座时间：8月11日14:30

至16：30
讲座地点：大明湖党群服

务中心。该中心位于按察司街
66号大明湖小学西邻100米路

南，大家可以乘坐K59、101、
K50、K151、31路公交车在青龙
桥站点下车，步行200米即可到
达该中心。如果您找不到具体
位置，可拨打该活动中心电话
(0531)88519171咨询。

□记者 秦聪聪
通讯员 丁娜 王大见

在被皮肤顽疾困扰的人群
中，不乏原本应该天真活泼的
小朋友，今年6岁的筱筱（化名）
就曾是其中一位。幸运的是，她
在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遇到了
定期来会诊的知名皮肤病专家
孙建方教授，“赶走”了困扰她
许久的皮肤顽疾。

“孙教授，太谢谢您了！到
底是大专家，用药如有神！”时
隔一个月再见，筱筱妈妈脸上
的愁云密布被发自内心的喜悦
所取代。她说，经过一个月的治
疗，女儿身上的色素性玫瑰糠

疹几乎都消退了。
筱筱妈妈告诉记者，她已

经不记得从何时起，发现女儿
身上开始长皮肤病。一开始是
红色的小斑点，后来这些斑就
变成了黑褐色，而且在往全身蔓
延。这两年来，家人带着筱筱看
遍了省里的医院，断断续续用了
很多药，抹的、吃的，但是一点都
没有好转。爱美的小女孩发现
了这些异常，也没有原来那么
活泼了。眼看着女儿的变化，她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后来，家人在报纸上发现
了知名皮肤病专家孙建方教授
来济会诊的消息，她便慕名带
着筱筱来到了济南。孙建方教
授诊断其为色素性玫瑰糠疹，
并根据筱筱的情况，给出了具
体治疗方案。

“当时，孙教授还跟我说这
个病可能治疗起来时间会很
长，真是没想到，短短一个月工

夫就有了这样的效果！”心里悬
着的石头落了地，筱筱妈妈很
是激动。

其实，筱筱只是中国医学
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研究所）孙
建方教授治疗过的万千皮肤顽

疾患者之一。他长期工作在临
床一线，在皮肤病学专业方面有
宽广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基本
功，能够正确诊治皮肤科的少见
病和疑难病，曾成功抢救过多种
重危皮肤病患者，积累了较丰富
的临床经验。同时，孙教授对皮
肤组织病理诊断有较深的造诣，
尤其擅长皮肤肿瘤的诊断，先后
在国际首报“儿童特发性真皮弹
力纤维溶解”，国内首报“皮肤
混合性囊肿”等罕见病。医术精
湛，深受全国各地患者青睐。

9月6日，孙建方教授来济
会诊1天。不用跑外地，专家来
到家门口，省心、省时，又省力！
有皮肤方面问题的市民及省市
内患者可提前预约会诊，预约
可拨打济南市皮肤病防治院电
话(0531-87036224)，或登录医
院官网预约，也可以通过医院
官方微信预约（搜索“jnspfy”加
关注——— 进入主页预约）。

高温湿热一时难退
市民谨防6种疾病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陈彦

进入8月份，济南仍是高温湿热天气。高
温、高湿之下，稍有不甚就可能中暑。济南市
疾控中心专家提醒市民，谨防以下几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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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口腔炎、厌
食、低热、手、足、口腔等部位出现小疱疹或小
溃疡，多数患儿一周左右自愈，少数患儿可
引起心肌炎、肺水肿、无菌性脑膜脑炎等并
发症。

预防措施：培养儿童养成饭前便后洗
手等卫生习惯，做好玩具、食具、毛巾、便
器及厕所的定期清洗、消毒工作。托幼机
构应注意校舍室内保持空气流通，加强
晨、午检，及时发现和隔离治疗病人。

●水痘，是一种名叫水痘-带状疱疹病
毒感染引起的皮肤疱疹，疱液较多，传染性
强。感染这个病毒后可有两种不同的临床表
现，即初次感染发病表现为“水痘”，之后可长
期潜伏，如再次激活，则表现为“带状疱疹”。

预防措施：平时注意开窗通风，保持空气
流通。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要加强日常消毒，
落实晨检制度，发现病例及时隔离并送诊。

●流行性腮腺炎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
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易出现腮腺炎脑膜
脑炎、肾炎、睾丸炎、卵巢炎等并发症。

预防措施：接种流行性腮腺炎疫苗可
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猩红热临床上以发热、咽峡炎、全
身皮肤出现弥漫性皮疹为主要表现，部分
病人可出现“杨梅舌”（舌质红、舌乳头红
肿呈杨梅状），发病以学生及幼托儿童为
主，可出现关节、肾脏变态反应并发症。

预防措施：保持房间空气流通，儿童
加强锻练，提高抗病能力。

●感染性腹泻临床上表现为发热、腹
痛、腹泻等症状，主要通过被污染的水、食
物传播，人群对本病普遍易感，幼儿及青
壮年发病较多。

预防措施：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做到饭前
便后洗手，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托幼机构等集
体单位应加强晨检，发现病人及时隔离治疗。

●高温中暑可以导致疾病和死亡。在
炎热夏季，老年人、婴幼儿、儿童、精神疾
病患者及慢性病患者最易中暑。

预防措施：提高公众自我防护能力是
预防和减少高温中暑的重要途径。同时应
避免在高温天气里进行重体力劳动或剧
烈的体育运动。

白衣天使温馨服务
为患者送上就医体验
□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尹静 王新宇

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济南市口腔医
院也迎来暑假高峰期，各级各类手术迅猛
增长。麻醉科（手术室）医护人员齐心协
力，加班加点，用周到细致的温馨服务给
患者带来满意的体验，获得点赞。

“以人为本、关爱生命”，为手术患者
保驾护航，是麻醉科手术室的服务理念。
手术前一天，麻醉科（手术室）工作人员会
耐心向患者介绍手术室环境、术前的注意
事项，尽量了解患者的心理需求，细心细
致解释安慰，减轻患者的恐惧或焦虑情
绪。当患者进入手术室时，他们会送上微
笑问候，并指引患者家属到等候处；术中
清醒的患者，他们会主动和他沟通，及时
满足其需求，并轻握他的手给予鼓励。

患者出手术室后，并不等于这里的工
作完成，术后随访、关心患者的康复也是
他们的工作重点。他们用问卷的形式向每
位患者了解手术过程中的质量及满意程
度，根据反馈建议不断提高着服务质量。

李红宇，副主任医师，全
科医师，健康管理师，山东大
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疾病
与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山东
省中西医结合委员会委员，首
届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情绪与
健康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济
南市健康促进会理事。从事内
科临床工作30年，擅长中西医
结合调治亚健康、慢性病以及
治疗各种疼痛等疾病。

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周
三全天

科室咨询电话：0531-
8569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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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爱华，硕士，副主任医
师，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儿童
青少年心理病区医师。山东省
心理卫生协会儿童青少年专业
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卫生
协会心理卫生科普专业委员
会。在十余年的临床工作中，对
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积累了
较为丰富的经验。最近几年一
直在儿童青少年病区工作，掌
握儿童青少年常见疾病的诊治
及心理治疗。

门诊时间：周一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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