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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筛查防治公益行动”来德州啦

全市120人可享免费筛查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

动(2019-2030)》文件精神，倡
导积极预防癌症，由白求恩公
益基金会发起并整合社会各界
资源成立的“肺癌筛查防治公
益行动”将于2020年9月29日、
30日在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举
行。

自2020年5月开启，“肺癌
筛查防治公益行动”受到了全
国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和肯
定，请转告身边的每一位家人
和朋友，名额有限，快快带领大
家一起来领取这份免费的健康
福利吧！

请注意：本次预约仅限识
别二维码报名！！！

识别二维码即可参与调查
问卷，根据反馈信息，选择预检
具体时间来德州市第二人民医

院接受免费CT肺癌早期筛查
即可。

筛查时间：
2020年9月29日、30日上午

8：00-12：00，下午13：00-16：30
筛查地点：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德

州市东风西路纺织大街55号)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

高，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时发
现肺部小结节，为了更好的服
务群众，帮助高危人群早期识
别肺癌，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胸外科专门设立肺结节筛查诊
疗中心。

该中心集聚了胸外科、肿
瘤内科、呼吸科、病理科、医学
影像科等多学科专家，由我院
首席专家、全市胸外科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胸外科主任王

春堂主持多学科会诊，将极大
提升肺部恶性结节的早期发现
和准确诊断率。
建议就医人群：肺癌高发地区，
50岁以上、烟龄超过20年及平
均每天吸烟20支以上，有肿瘤
家族史，肺部疾病史以及长期
从事环境与职业暴露的人群。

专家简介：
王春堂，德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首席专家、主任医师，专业
擅长肺癌胸腔镜、消融手术等
微创治疗及术前术后化疗，食
管癌、贲门癌、纵膈肿瘤手术及
微创手术治疗，食管癌、贲门癌
的综合治疗，在国家和省级杂
志发表医学专业论文20余篇，
拥有科研成果1项。坐诊时间：
周一、周四胸外门诊。

(张月华)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成立“中医
博士工作室”，让患者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国内知名专家的诊疗服务！

预约电话：0534—2360031
1、山东省中医院张英杰博士

本周日(9月27日)来德州市妇幼保
健院西院区门诊一楼中医博士工
作室坐诊。

张英杰：主任医师、中医妇科
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

临床擅长：
青春期女性——— 月经来潮前

体质调理、痛经、月经前后诸征、经
期延长、崩漏、经期紊乱等。

育龄期女性——— 孕前体质调
理，不孕不育，滑胎、胎停体质调
理，孕后保胎，产后月子病、产后乳
少、产后多汗、产后多囊卵巢综合
征、月经失调、盆腔炎、附件炎、子
宫肌瘤、卵巢囊肿等。

更年期女性——— 卵巢早衰、过
早闭经、经期延长、更年期综合征
(潮热、盗汗、烦躁易怒等)。

治未病调养——— 擅于运用体
质学说和五运六气学说，调理女性
脸色差、长斑、便秘、脱发、怕冷、睡
眠欠佳等亚健康状态；在孕前调
理、孕后保胎、产后调养、延缓女性
衰老方面有独到见解。

2、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硕
士、副教授刘刚本周日(9月27日)来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西院区门诊一
楼中医博士工作室坐诊。

刘刚：副教授，山东中医药大
学 中医学硕士，山东中医药学会
仲景分会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
进会中医微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师从全国名老中医刘昭纯教
授，并传承多位民间中医特色诊疗
技术。从事中医学临床工作与理论
研究近三十年，针药并用，对常见
病及多发病的临床诊治经验丰富。

临床擅长：
儿科疾病——— 小儿常见消化

道病、呼吸道疾病，尤其是过敏性
鼻炎、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哮喘、腺
样体肥大、遗尿、多动症、抽动症疑
难病例等。

成人疾病——— 1、各类脾胃疾
病：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胆囊炎、
厌食、便秘、肠炎等；2、冠心病、心
脑血管疾病以及后遗症；3、更年期
综合征、失眠、焦虑、抑郁症等；4、
甲状腺疾病，甲状腺结节、甲状腺
炎等。

妇科疾病——— 月经不调、痛
经、崩漏等。

皮肤类疾病——— 湿疹、痤疮、
银屑病、牛皮癣等。

体质调理——— 易感人群、疲劳
亚健康人群、体寒等阳虚体质人群
等。

3、中医专家王瑜教授(山东省
中医药研究院)本周六(9月26日)来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西院区沿街门
诊中医馆二楼坐诊。

王瑜：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主
任医师、执业中药师、中华中医药
学会整脊分会委员、山东省针灸学
会理事。

临床擅长：妇科——— 痛经 (内
膜异位症、腺肌症、膜样痛经)、崩
漏；儿科——— 扁桃体肿大、腺样体
肥大、咳嗽、小儿多动症、免疫力低
下；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强
制性脊椎炎；甲低、糖尿病并发
症、阳证体质调整；牛皮癣、荨麻
疹、湿疹。 (李红)

国内知名中医专家

坐诊市妇幼保健院

秋天是鼻炎的易发期，尤
其是过敏性鼻炎，严重困扰患
者的生活和工作，以及儿童患
者的生长发育。

“最近一个月，门诊上两
三岁的过敏性鼻炎患儿就诊
人数在不断增加，发病渐趋
低龄化。”德州市中医院耳鼻
喉科主任李明介绍，过敏性
鼻炎除了受遗传基因影响
外，还受环境因素影响。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
活方式、饮食模式都在发生
变化，再加上空气污染，这些
年，过敏性疾病的疾病谱也
在发生变化。

今年3岁半的浩浩(化名)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可开学
前因为感冒推迟入园，经过一
周的治疗，其咳嗽症状已经消
失，但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
症状一直没有好转，特别是到

了晚上，孩子难以入睡，即使
勉强入睡还伴随着张嘴打呼
噜等症状，晚上得不到良好的
休息，到了白天精神状态很
差，家长为此很担忧。

李明表示，如果孩子感冒
持续一周以上，尤其是鼻塞、
流涕等症状在经过治疗后没
有减轻时，家长一定要带孩子
到医院进行检查，看看是否患
有鼻炎或鼻窦炎。

李明介绍，儿童鼻炎最常
见的是过敏性鼻炎，主要伴
有鼻塞、多涕、嗅觉下降、头
痛、头昏，多数人还有食欲不
振、易疲倦、记忆力减退及失
眠等症状。儿童过敏性鼻炎
的过敏原主要是指吸入性过
敏原，如动物皮毛、尘螨、粉
尘、花粉等。

“儿童鼻炎隐蔽性强，很
多家长往往也容易忽视孩子

的鼻炎问题，总认为鼻炎是小
毛病，不必大惊小怪。其实这
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家长们一
定要引起重视，积极预防和治
疗，让孩子彻底远离鼻炎危
害。”李明说，家长一旦发现孩
子患了鼻炎，一定要谨慎用
药。副作用大的药物，很可能
会对孩子的发育造成不良影
响，对12岁以下的患者，切忌
随意拿成人鼻炎药物治疗，更
不要盲目听信一些治疗鼻炎
的民间偏方。

李明提醒：孩子在养成良
好卫生习惯的同时，可以养成
使用温盐水冲洗鼻腔的习惯，
加上平时进行适当的体育锻
炼，可改善和预防过敏性鼻炎
的发生；一部分比较严重的鼻
炎患儿，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有望根治此疾病。

(李婷)

鼻炎发病渐趋低龄化

讲卫生勤锻炼，别让炎症“盯”上鼻子

9月18、19日，德州市医学
会第六届超声医学专业委员
会换届暨学术交流会成功举
办。大会选举德州市人民医院
超声医学科主任王俊玲为新
一届主任委员，刘淑云、张华
伟等9人当选为副主任委员，
昃亮被提名为秘书，市直及各
区县医疗单位超声、两腺等相
关临床专业共计100余人参加
了学术交流会议。德州市医学
会会长崔玉洪、德州市人民医
院党委书记程吉东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会议由德州市人民
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王俊玲
主持。

本次学术会议以推广超
声介入、加强学科建设和提升
科研能力为基调，会议邀请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周
建桥教授、滨州医学院附属烟
台医院王淑荣教授分别就介
入性超声在甲状腺、甲状旁腺
疾病领域的应用做精彩报告，
详尽分享了消融技术的诊疗
规范、指南、操作技巧和临床
经验等。会议还邀请到山东省
超声医学专业的领军人物李
杰教授就医学科研设计与论
文书写展开深入浅出的讲授，
对提升基层医务工作者科研
能力和素养起到重要的引领
作用。

会上，超声专业学科带头
人王俊玲结合德州市人民医
院超声医学科发展情况，就科
室建设管理、人才培育、能力
提升等方面作了详细介绍，致

力于推动基层医院超声医学
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德州
市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治
医师周恒结合医院超声介入
开展情况做了报告，县域主任
代表孔繁强等就工作开展中
遇到的困难及成功经验做了
交流汇报。

本次会议紧扣德州市人
民医院高质量发展及重点学
科建设主题，对于加强学科交
流协作、发挥专业优势、促进
学科发展有重要意义。科研临
床并举，以临床带科研，科研
促临床，从而实现超声诊断及
介入性超声的规范化、高水平
发展，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受益
匪浅。

(高洁)

德州市第六届超声医学专业委员会换届

暨学术交流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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