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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诚 通讯员 郭庆花 报道）在我国传
统医学中，素来有“心脑同病、心
脑同治”的理论，随着现代医学的
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发现心血
管与脑血管疾病之间存在极大的相
关性。因此，“心脑一体化诊治”逐
渐成为心脑血管领域的研究热点。
近日，滨州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神
经及心血管介入团队密切配合，共

同完成了一例复杂心脑血管疾病患
者的诊治。

68岁的董先生因发作性左侧面
部麻木伴视物重影到滨州市人民医
院就诊。“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
持续性心房颤动病史多年，平时服
用硝苯地平缓释片等药物治疗，但
血压控制不佳，今年4月出现活动
后胸闷、胸痛症状。既往行颅脑
CTA提示多发脑血管狭窄，为了进
一步治疗，所以将其收治入院。”
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孙志宝
说。

患者入院后，脑血管病救治团
队结合患者病史及入院辅助检查结
果，认为患者可能同时存在脑血
管、冠状动脉等多部位粥样斑块及
血管狭窄，完善进一步检查后经冠
脉CTA提示，确定患者左前降支
重度狭窄。

在医生为患者准备脑血管支架
手术时，患者的心血管同时检查出

严重问题，此时需妥善完成两步走
的“拆弹”过程。为了减少患者痛
苦，经与冠脉介入团队科内讨论联
合商讨后，决定由心、脑介入团队
为患者联合完成冠状动脉和脑血管
造影检查，一次性完成心脑血管评
估，并同步开展脑血管介入诊疗及
冠心病介入诊疗。

经过充分的准备，11 月 23
日，孙志宝带领冠脉介入团队通过
股动脉途径，首先为患者顺利完成
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提示患者冠状
动脉病变极其严重，左主干体部狭
窄 70%、前降支近端重度狭窄
90%，如果不及时处理，随时有生
命危险。孙志宝及介入团队果断为
患者实施左主干、前降支病变的介
入治疗，并为其植入支架，顺利开
通狭窄血管，挽救了患者岌岌可危
的心脏。

随后，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主
任刘龙龙带领神经介入团队，通过

冠脉介入已经建立的股动通路，为
患者顺利完成脑动脉造影，并根据
造影结果为患者顺利完成左侧椎动
脉起始部位狭窄病变的介入治疗，
植入支架一枚，极大地改善了患者
的脑部血流灌注。

整个介入手术过程耗时不足3
小时，其间患者清醒，无任何痛
苦；术后仅在患者腹股沟处留有一
个约米粒大小的穿刺点；患者术后
6小时就能够坐起并下地活动，真
正体现了一站式服务，以及微创、
快速、安全、准确的救治理念。

经过神经、心血管介入团队联
合精心救治，患者彻底解决了心、
脑血管病症，免除了经历两次手术
的风险和痛苦，节省了医疗费用。

“一次手术解决两个大问题，真是
太感谢了！”患者及其家属对治疗
过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对医院
和医生表示了真挚的感谢。

市人民医院“心脑同治”一次性解除患者两大病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诚 通讯员 郭庆花 报道）11月
24日，滨州市人民医院专家走进
滨城区杨柳雪卫生院，举办了预
防宫颈癌知识普及公益讲座。

讲座现场，滨州市人民医院
妇产科医生王立晶向大家详细
讲解了宫颈癌产生的原因及防
治措施，同时就宫颈癌的病因、
传染性及筛查方法等内容进行
了详细讲解，让女性朋友在轻松
惬意的氛围中对宫颈癌的早筛
查、早干预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作为滨州市人民医院参与
“千名医师下基层”活动的医师

之一，王立晶已经多次走进乡镇
卫生院坐诊、开讲座。“宫颈癌的
建议筛查年龄为21—65岁。对
于30岁以上的妇女来说，最佳
筛查方式是人乳头瘤病毒检测+
液基薄层细胞检测，如果两项检
测结果都正常，就属于宫颈癌的
低危人群，筛查间隔可在三年以
上。”王立晶说。

2021年以来，滨州市人民医
院已有39名医生通过举办知识
讲座、组织义诊、开展专家门诊、
参与防疫工作及捐赠物资等形
式，为基层群众送去了切实有效
的健康服务。

“三甲”医院专家“传经送宝”
为基层卫生院送去防癌讲座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通讯员 王慧丽 报道）维护农
村食品安全，事关群众身体健康
和合法权益，事关农村社会和谐
稳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
做好农村食品安全工作，近日，滨
城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了农村假冒
伪劣食品整治行动，切实保障农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加强监管力度，突出检查重
点。加强对农村食品批发经营者
的管理，进一步提升对农村食品
批发商、供货商等经营主体的监
管力度，初步建立健全农村食品
批发经营者台账。重点检查了经
营环境、食品质量管理、制度及人
员、食品原料贮存条件等方面，对

发现的问题立即督促整改。
强化风险排查，增加抽检频

次。本次整治行动以酒水、饮
料、调味品、方便食品、乳制品、
肉及肉制品、休闲食品、地方特
色食品等农村消费量大的食品
为重点检查品种，确保抽查既辐
射范围广又有针对性，切实提高
专项抽查效用。

加大宣传力度，提升食安意
识。行动中，工作人员针对消费
者开展了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助
力提高农村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水平和防范维权意识。针对经
营者加大培训教育力度，提高食
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安全法律
法规的认知程度。

滨城区市场监管局：

严查农村假冒伪劣食品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很多人在游泳时发现，入水后
尿意总会频繁袭来，而在进行其他
运动的时候就没有类似的情况，这
是为什么呢？

不少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有两个：一个是因为游泳期间水喝
多了，另一个则是游泳时出汗少导
致排尿快。其实，这两个答案都是

错误的。之所以游泳时总是想要小
便，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身体对于
环境的适应与调节。

人体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是相
当强的，而这种适应能力源于人体
内强大的调节能力，那么是谁在调
节我们的身体呢？就是遍布于全身
的各种感受器，而压力感受器就是
其中的一类。比如，在我们的血管
中存在着压力感受器，当我们的心
脏跳动过快、血管内的血流量增加
时，血管就会因为血压的升高而膨
胀，此时压力感受器就会受到拉扯，
于是它会立刻对心脏发出“慢一点”
的命令。于是，随着心脏跳动频率的
下降，血压也就降下来了。这就是通
常我们感受不到血压起伏的原因。

明白了感受器是如何对我们的
身体进行调节的，就可以回过头来
说说游泳的问题了，在游泳的时候，

我们全身都会浸泡在水中，此时我
们的身体会意识到危险，因为我们
没有办法在水中呼吸，所以身体很
自然地认为将会处于一种缺氧的状
态，于是潜水反射出现了。潜水反
射并非人类所独有，所有的哺乳动
物都具备潜水反射。

当潜水反射被触发时，体表的
血管将会收缩，目的是迫使血液回
流心脏，这个过程叫做“外周血管收
缩”，这样做可以有效降低人体的耗
氧量。同时，血液向心脏回流，心脏
的血流量开始增加，心房内的血压
就会升高，心房被随之撑大，而这
种变化使得位于心房内的心房容
量感受器受到了拉扯。与血管内
的压力感受器相同，心脏内的心房
容量感受器也是负责调节血流量
的，而不同的是，心房容量感受器住
在心脏里，所以不敢直接对心脏“指

手画脚”。
指挥不了心脏，但又要调节血

流量，怎么办呢？只好找个软柿子
捏，于是心房容量感受器不远千里
向肾脏发出了命令。接到命令的肾
脏不敢怠慢，马上开始加速工作，于
是血液中的水分被挤到了膀胱里，
我们也就有了想要小便的感觉。由
于肾脏的加速工作，血液中的水分
大幅减少了，所以心脏的血流量就
降低了，血压也就随之降低了，心房
容量感受器的“曲线降压”计划也就
大功告成了，只是苦了我们的双腿，
不得已又要多跑一次厕所了。

你没注意的是，除了游泳之外，
还有一种情况会使我们感觉尿意频
繁，那就是躺着追剧的时候，原因其
实与游泳是相同的。

（稿件来源：微信公众号sun-
monarch）

自今年9月下旬以来，因发热、
咳痰等症状入住滨州市人民医院呼
吸内一科病房的患者数量激增，截
至目前，已有140余名患者确诊为
支原体肺炎。

为此，记者就支原体肺炎防治
的相关问题，采访了滨州市人民医
院呼吸内科一病区副主任朱建波。

记者：支原体肺炎是什么？
朱建波：支原体肺炎是由肺炎

支原体引起的支气管、肺部急性炎
症，该病有一定的自愈性，但也会导
致其他器官感染，严重的会危及生
命。支原体是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
的微生物，对抗菌药物的要求有一
定特殊性，需要选择大环内酯类及
喹诺酮类药物（儿童除外）进行治
疗。

在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收治的
肺炎患者中，支原体肺炎患者占
93%，发病者多为青少年、中年人群
体，且多在学校、培训机构等人员密
集的环境中发病，也有家庭成员中
相互传染的现象，“组团住院”的不

在少数。
记者：支原体肺炎有哪些临床

症状？如何诊断？
朱建波：支原体肺炎的临床表

现多样，症状重、体征轻是总体特
点。可出现高热或者持续时间较长
的咳嗽，甚至呼吸困难等症状，需要
与新冠肺炎、流感或者普通感冒之

间进行仔细鉴别。
在诊断方面，可以采用咽拭子

（肺炎支原体DNA阳性患者仅占
28%）、抗体滴度升高（升高者占
31%，一般7-9天升高、3周左右达
到高峰，动态监测更具意义）、肺泡
灌洗液支原体DNA，甚至二代测序
等多种方法进行诊断，方法的选择
取决于临床医生对患者病情的总体
判断。

记者：支原体肺炎如何治疗呢？
朱建波：支原体肺炎患者大多

就诊前于当地医院或诊所接受过治
疗，通过调查显示，接近45%以上的
患者应用阿奇霉素，30%左右的患
者应用阿莫西林、头孢类药物治疗，
不到20%的患者应用病毒唑等药
物。成年人支原体肺炎首选喹诺酮
类药物（比如左氧氟沙星、莫西沙
星），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以大环内
酯类为主（比如阿奇霉素、罗红霉素
等）。大环内酯类耐药情况不在少
数，这也是部分成年人及儿童治疗
效果差的原因之一。

市人民医院专家支招支原体肺炎诊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李诚 通讯员 赵岩

游泳时为何总是尿意频繁？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傅爱霞 报道）为
进一步提升医保政策知晓度，积
极落实医保惠民政策，11月16
日至24日，市医保局业务骨干组
成志愿者小队，开展了“送政策、
送服务、送联系进单位”活动，真
正把医保服务送上门。

活动中，医保服务志愿者们
走进40多家单位，现场发放了
《医疗保障政策汇总》《医保服务
联系卡》等宣传资料，针对各单
位参保职工的医保费用报销、门
诊慢特病、转诊转院、异地就医

备案及电子凭证激活使用等问
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同时，向参
保职工宣传网办、掌办、电话办
等线上业务，手把手教授职工激
活使用医保电子凭证。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市医保
局与各单位参保人员面对面进行
了“零距离”交流，为他们提供了专
业的医保政策咨询服务，既当医保
政策的宣传员，也当参保群众的
倾听者，进一步提升了广大群众
对医保政策的知晓度，体现了市
医保局服务群众的宗旨意识，展
现了暖心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
下一步，市医保局将结合“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定期深入单
位、企业、社区开展“送政策、送服
务、送联系”活动，让广大参保群
众及时了解医保政策，提升群众
的医保获得感和幸福感。

医保政策送上门
为民服务“零距离”

市医保局业务骨干组成志愿者小队，为
40多家单位“送政策、送服务、送联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
者 王仪 通讯员 赵岩 报道）11
月 30日，滨州市人民医院建
翔院区正式开诊。

当天，建翔院区举行了免
费义诊活动。其间，医务人员
为附近居民免费测量了血压、
血糖，做了心电图、彩超等检
查，并安排眼科、风湿免疫科、
甲状腺外科、消化内科等16
个科室的医务人员为居民进
行现场诊断及健康指导，助力
全民健康。

据悉，滨州市人民医院建
翔院区即将进行全面改造升
级，将门诊楼搬迁至黄河十四
路沿街，开设内外妇儿及五官
等16个门诊，以及拥有60张
床位的全科医学病房，增加
CT、胃肠镜检查功能，并将陆
续开设康复、口腔、健康体检
及养老服务等特色专业。

免费义诊助力全民健康

受委托，我公司对坐落于滨城区
北海城市花园的住宅第 8幢 3单元
402房屋进行网络公开拍卖，建筑面
积：房屋约158.17平米，车库约24.07
平米（详情请参阅中拍平台）。参考
价：115万元，保证金10万元。

一、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12月11
日—2021年12月17日（9:00-16:30）

二、标的展示地点：滨城区渤海五
路黄河十六路北海城市花园

三、拍卖时间：2021年12月18日
上午9:00

四、拍卖网址：https://paimai.
caa123.org.cn/(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

络拍卖平台)
五、竞买登记时间及地点：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2月17

日17:00时前将竞买保证金交到公司
指定账户（账户名称：山东嘉正拍卖有
限公司，开户行：工行滨州市滨化支行，
账号：1613021109200089518），并持
已交竞买保证金单据及有效证件到我
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人：韩女士 张先生
电话：0543-8189718

17305431038
报名地址：滨州市渤海八路777

号院内2号写字楼212室
山东嘉正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日

拍卖公告

无棣博成教育有限公司
（ 办 学 许 可 证 号 ：
137162370000509)经股东会
研究决议，拟向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已经
成立，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无棣博成教育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日

清算公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来临，不少市民采用酒精进行
消毒，但酒精是易燃液体，使用时
应注意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使用方法：
1、75%酒精溶液作为消毒剂，

适用于手和皮肤消毒，也可用于医
疗器械及精密仪器的表面消毒。

2、卫生手消毒时将消毒剂
喷洒或涂擦于手部1-2遍；外科
手消毒时擦拭2遍。

3、皮肤和手机、钥匙、门把
手、键盘、鼠标等物体表面消毒：
将消毒剂喷雾或涂擦于皮肤或

物品表面2遍。
4、体温表消毒：将体温表完

全浸没在消毒液浸泡一下。
注意事项：
1、密封保存于阴凉、干燥、通

风，避光避火处，定期测定，保持有
效浓度。酒精易燃，注意安全隐
患。居民家用建议购买小瓶装。

2、不适于喷雾等类型的空气
消毒及医疗器械的消毒灭菌；不
宜用于脂溶性物体表面的消毒。

3、一定使用75 %的酒精，
因酒精杀菌需一定量的水分，浓
度过高或过低均影响杀菌效果。

4、有刺激性，不宜用于黏膜
及创面消毒。

5、对酒精过敏者慎用。

如何正确使用酒精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