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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
肇敏 通讯员 樊岩峰 王丙强 王迅
报道） 为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今年以来，滨
州市中心医院结合惠民县医疗环
境特点，本着帮扶基层、提升能
力的原则，与胡集镇卫生院签订
了共建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
协议，挂牌滨州市中心医院协作
医院。签约之后，市中心医院选
派内、外、妇科医护专家团队在
胡集镇卫生院长期坐诊，充分利
用卫生院现有设备和人员，积极
开展相关工作，有效推动惠民县医
改工作向纵深发展。

前期，市中心医院的医护专家
团队经过细致调研，针对胡集镇卫

生院现状，因地制宜制定工作举
措。“我们规范了护士站各班次工
作流程，制定了抢救车管理制度及
交接登记制度，制订了输液反应、
过敏性休克、心搏骤停、肺栓塞等
应急抢救预案及流程，并开设了高
血压、糖尿病专家门诊及外科专家
门诊，开展了股疝修补术、鞘膜积
液鞘膜切除术、四肢外伤清创缝合
术等多种常规手术。”市中心医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工作过程中，市中心医院结
合当地实际情况，着眼于服务群
众，渐进式开展创新工作。其
间，协助胡集卫生院成立慢病管
理门诊，利用公共卫生科资源，
为“三高”患者和65岁以上老年
人提供健康宣教与指导；继续对

乡镇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查体报
告结果进行反馈，为出行不便的
老年群体提供持续优质医疗服
务。同时，协助胡集卫生院筹建
心电图 （ECG） 和 DR 远程会诊
系统；在卫生院原有中医、痔瘘
特色门诊的基础上，打造疼痛等
专科门诊。此外，市中心医院专
家团队还对胡集镇卫生院手术室
进行重新布局、规划分区，计划
年底前投入使用，届时可常规开
展1—2级手术。

在此基础上，市中心医院还以
市卫健委开展的“千名医护下基
层”活动及“健康素养大提升·
健康科普专家下基层”活动为契
机，持续开展健康科普下基层宣
传、宣教、科普以及巡诊、义诊

活动。同时，根据胡集卫生院工
作需求，分批次安排卫生院相关
专业技术人员到滨州市中心医院
学习、进修；常态化组织举办业
务学习培训讲座，组织市中心医
院医务处、护理部、院感科等专
家到卫生院门诊、病区进行系统
质控、督导，助力规范胡集镇卫生
院医护人员的诊疗行为。

下一步，滨州市中心医院将继
续深化专业对口帮扶工作，通过一
系列医疗服务的实施，将政策制度
落到实处，切实提升胡集镇卫生院
的诊疗能力和服务水平，让老百姓
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
务，切实增强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
幸福感。

携手共建县域“医共体”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滨州市中心医院对口支援胡集镇卫生院，为辖区群众送去优质医疗服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诚 报道）11月21日，由滨州市科学
技术协会、滨州市人民医院主办，
滨州市医学会、滨州市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承办的“渤海科
技论坛·呼吸慢病规范化诊疗”交
流会在贵苑大酒店举行。举行本次
活动，旨在进一步规范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的管理，提高基层医院医生
对呼吸慢病的诊疗水平。

活动特邀山东省医师协会呼吸

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姜淑娟教授、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曲仪庆教授、山东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贾新华教授、滨州医学
院附属医院翟乃亮教授到场，进行
了精彩授课与交流。

姜淑娟教授的讲座以《使用
ICS-LABA的患者，是否应该考虑
升级为三联治疗》为题，讲解了启
动慢阻肺三联治疗的时机及三联治
疗在稳定期慢阻肺管理中的优势，

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了慢阻肺的吸
入治疗；曲仪庆教授以《遵循指南
规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防治》为
题，详细讲解了2022年GOLD指南
的更新及慢阻肺吸入药物的使用原
则及治疗目标；贾新华教授的讲座
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中西医诊
疗》为题，详细讲解了咳嗽变异性
哮喘的诊断标准及药物治疗；翟乃
亮教授分享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诊治指南2021修订版解读》，他围

绕慢性阻塞性肺病综合评估、稳定
期及急性加重期的管理与随访、合
并症等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讲解。

另外，滨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李凯述教授以《从指
南变迁看LAMA的地位》为题作报
告，详细介绍了 GOLD 指南的变
迁、吸入药物的选择及随访路径的
管理等知识。来自全市各级医院呼
吸科的专家们进行了热烈讨论和交
流。

“渤海科技论坛·呼吸慢病规范化诊疗”交流会举行
旨在进一步规范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管理，提高基层医院医生对呼吸慢病的诊疗水平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张洁 报道）近期，邹
平市市场监管局不断加大药、
械、化领域监管力度，确保群众
吃药、用械及使用化妆品安全。
该局对全市384药品经营企业、
550家医疗机构进行了全覆盖监
督检查，对违法行为“零容忍”，

共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167份，
当场处罚决定书332份，立案处
罚67起，有效净化了药械化领域
市场秩序。

同时，根据省市局要求，邹
平市市场监管局稳步开展药品、
医疗器械、化妆品抽检工作。从
10家医疗机构和4家药品经营

企业抽检药品76批次（含妇女儿
童用药10批次），从3家医疗机
构抽检医疗器械4批次，从8家
化妆品经营企业抽检化妆品15
批次，进一步压实了药械化安全
主体责任。

此外，该局对全市24处疫苗
接种点的新冠病毒疫苗质量定

期开展监督检查；在辖区药店推
广使用山东省医疗机构（药店）
发热患者信息管理系统，将购买
退热药、止咳药、抗病毒药、抗生
素的人员信息及时上传系统；制
作疫情防控明白纸，发放张贴至
药品经营企业，强化疫情防控力
度。

邹平市市场监管局：

严查药械化领域违法行为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患者三年前骑摩托车时摔伤，
造成臂丛神经损伤。手术之后，痛
感一直伴随着他，严重影响其正常
生活。三年来，他四处求医，但贴膏
药、服止痛片都无济于事。四个月
前，他来到滨医附院接受了DREZ
脊髓后角毁损术，彻底告别了日夜

侵扰的痛感。
脊髓损伤、臂丛神经损伤以及

截肢患者，有相当一部分伴有不同
程度的疼痛，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今年，我们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新引进了DREZ脊髓后角毁损术
这一新技术，能有效为这些患者解
除疼痛。目前这一技术已经非常成
熟，有效率为76%—93%。”滨医附
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杜洪澎说。

事实上，疼痛本身是一种病，长
期的不治疗会导致焦虑、烦躁、抑郁
等不良情绪滋生。疼痛的时间越
久，身体抗痛能力越低，慢性疼痛也
会演变为顽固性疼痛，此时再用药

物治疗常常无效，致残率极高，将严
重影响患者的康复和生活质量。
DREZ脊髓后角毁损术治疗慢性疼
痛已经开展多年，是当前较为成熟
的临床手术，对于脊髓损伤、臂丛或
腰骶丛马尾神经损伤、带状疱疹后
神经疼痛、截肢术后幻肢痛等均有
较好的治疗效果。

“患者产生痛觉的原因，是神经
元的过度放电，消除痛觉的关键，就
是毁损这一处神经元。就好比人的
身体里有无数条传导痛觉的‘高速公
路’，而我们的目的，就是找到影响这
一处痛觉的那条路，然后把路‘切断
’，痛觉就无法传递了。”杜洪澎在解

释这一手术的治疗原理时说。
在手术过程中，医生会根据患

者疼痛及感觉缺失区域对应的皮
节，确定颈髓DREZ毁损的节段。
然后采用超声骨刀打开患者脊柱，
用双极电凝低功率从头至尾序贯毁
损。“在手术过程中，我们
将全程保持电生理检测，
确保不导致患者产生新
的损伤。”杜洪澎说。目
前，滨医附院已经为多例
患者完成了这一手术。
通过术后门诊复查和电
话随访了解到，患者术后
的痛感均大幅缓解。

滨医附院：脊髓后角毁损术让患者告别“会呼吸的痛”
DREZ脊髓后角毁损术对于脊髓损伤、臂丛或腰骶丛马尾神经损伤、带状疱疹后神

经疼痛、截肢术后幻肢痛等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张莹莹

常常听人说，坚持不吃晚饭
可以减肥，而且身边效仿的人也
越来越多。那么，不吃晚饭真的
可以减肥吗？

有人发现，自己试着几天不
吃晚饭，体重果真有了一点下
降。但要明确的是，不吃晚饭实
际上是一种节食行为，减掉的大
多是身体内的水分。人体的体
重不仅仅是由脂肪控制的，还有
很大一部分是水分在控制。一
个成年人，体内水分含量约占体
重的65%。在我们吃东西以后，
食物会转化成能量，它最初是以
葡萄糖的形式游离在血液中，维
持我们机体的能量代谢。如果
有多余的能量，就会生成糖原储
存在体内。节食减肥时，人体能
量不足，身体就会分解储存的肝
糖原来供能，而肝糖原在分解过
程中需要大量水分参与，所以不
吃晚饭最先减掉的就是身体的
水分。

当肝糖原基本被消耗完之
后，身体就会开始分解部分肌肉
来供能，虽然体重有了下降，但
是皮肤可能会变得松弛。并且
在之后摄入食品时，身体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囤积脂肪，导致体重
的增加。加上有的人认为第一
天的晚饭没有吃，第二天白天就
可以多吃一点，更易造成体重的

反弹。
除了达不到减肥的效果，长

时间不吃晚饭还会对身体造成
其他的损害。很多不吃晚饭的
人群晚上都会处于长时间的饥
饿状态，长时间饥饿会影响胃的
消化功能，继而导致胃炎等消化
道疾病。长期节食、素食、经常
饥饿者或过快减重者，他们的热
量供应不足，容易导致肝脏代谢
障碍，脂肪会在肝脏中堆积，从
而导致脂肪肝的出现。此外，如
果长期得不到足够的能量供应，
神经细胞就不能正常工作，会导
致认知能力衰退。

当然，对于一些本身体重超
标多的人群，可以适当地控制饮
食，限制能量的摄入，可以考虑
不吃晚餐。但这也要根据自己
平时的饮食习惯和身体需求来
决定，如果不吃晚饭会感到饥
饿，可以适当吃一些低能量的食
物，或者控制一天的总能量摄
入，合理分配三餐的比例。还有
一些中午吃得过多或者下午已
经吃了东西的情况，晚饭也可以
适量减少或不吃，但不建议长时
间如此，节食以及暴饮暴食都会
损害我们的身体。

综上所述，不吃晚饭并不能
够达到很好的减肥效果，反而会
损伤我们的身体，对于减肥人群
来说，合理地摄入能量更为重
要。可以控制一下吃晚饭的时
间，不要太晚吃，睡前三小时之
内最好不要吃东西。晚饭建议
吃一些清淡不油腻的食物，可以
多吃一些蔬菜水果以及高蛋白
低脂肪的肉类。合理的运动对
于减肥人群来说也是十分重要
的，饮食搭配运动才是减肥的最
佳方式。

（稿件来源：科普中国）

坚持不吃晚饭
真的能减肥吗？

只有30岁的刘女士最近深
受健康问题困扰。“心悸、胸闷、头
晕……感觉自己已经过上了老年
人的生活。不仅如此，我每天还
提心吊胆，生怕哪天就猝死了。”
刘女士说。

日前，刘女士赴人民医院就
诊后，被确诊得了阵发性房颤。

据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房颤在我
国的总患病率在0.7%左右，且随
着人口老龄化加剧，房颤发病率
逐年增加。心房颤动（房颤）已成
为仅次于高血压、冠心病的心血
管疾病。长时间房颤可导致心动
过速性心肌病、心功能不良，以致
出现呼吸困难和心力衰竭（心衰）
症状，甚至会形成脑卒中，严重影
响身体健康。

经术前周密评估，市人民医
院心内一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刘
永选为刘女士进行了房颤冷冻消
融术。手术在局麻下完成，该术
式仅需要血管穿刺，创伤极小。
术后仅过一天，刘女士就康复出
院了。通过一个简单的“小手
术”，就告别了多年的顽疾，这让
刘女士感觉不可思议。

刘永选介绍，心房颤动（房
颤）是临床最常见的快速性心律

失常症状。房颤可导致脑卒中、
加重心肌缺血、诱发心力衰竭等，
严重者可致死、致残。房颤治疗
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消融治疗。
药物治疗房颤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相比之下，射频消融术的成
功率高，且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目前，经导管消融手术
已成为根治房颤的方法之一。

“房颤消融”是基于房颤的病
因而出现的一种治疗方法，通过
手术进行消融治疗，能使房颤患
者病灶所在处的心肌变性坏死，
从而阻断异常电信号传到心房，
从而达到根治房颤的目的。

“经导管消融治疗常用的方
法，包括射频消融和冷冻消融两
种。”刘永选说，作为一种成熟、安
全、有效的治疗手段，射频消融已
经在全国得到了广泛应用。经导
管冷冻消融术，则是房颤消融领

域的一项创新技术。与传统射频
消融的逐点成环消融相比，冷冻
消融是一个球囊直接贴靠，继而
完成一个条带式的环形消融，能
避免心脏穿孔的风险，提高手术
成功率，且具有手术时间短、安全
性高、并发症低等优点。同时，冷
冻消融术采用低温进行消融，与
射频消融的高温相比，患者的耐
受性更好，能减少患者的痛苦。
冷冻消融术对于高龄、基础状态
差、对于药物不敏感、反复发作且
有症状的房颤患者也同样适用。

刘永选提醒大家，与其等到
房颤发生后尽力“补救”，不如从
源头预防房颤的发生。尤其是高
血压患者的房颤发病率更高，建
议高血压患者通过合理用药控制
好血压水平，避免血压频繁波动；
已确诊的房颤患者，应尽早治疗。

市人民医院开展冷冻消融术为患者根除房颤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诚 通讯员 郭庆花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宋淑君 报道）近日，邹平市
青阳镇贾庄村计生户贾某收到了
护理补贴。截至目前，青阳镇已
经为4个计生家庭办理了理赔。

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青阳
镇扎实开展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住院护理补贴保险实施工作，为

计生特殊家庭全部落实住院护
理补贴保险。下一步，青阳镇将
继续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
院护理补贴保险实施工作，加大
宣传力度，提高理赔效率，不断
提升计生家庭保险的覆盖面和
实效性，真正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

青阳镇计生特殊家庭
全部落实住院护理补贴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