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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如意

不限制报名专业和班数

可免费听课3次

“同学们，大家好，特殊时期，
咱们今天通过钉钉群跟大家一起
上课，请打开钉钉直播，下面开始
线上教学。”2020年3月，为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方便学员继续学习，
山东老年大学创新开展线上教学
活动，组织广大教师线上教学，确
保停课不停学。线下课堂的热闹景
象转移到了线上，老年学员紧跟时
代步伐，享受到了“互联网+”带来
的便利。

邢道太先生是美术学院山水
提高班二年级的班长，每个周二的
上午九点，他都准时坐在自己的书
桌前，认真地看着桌上手机屏幕
里，老师形式多样的课程讲解。从
头到尾，他没落下过一节课。“刚开
始班上许多年龄较大的学员总觉
得操作太困难，后来他们经过孩子
的指导也慢慢适应了这种教学形
式。”邢道太说，很多学员后来反
映，这种教学形式甚至比线下课堂
还方便许多。

近日，记者在山东老年大学了
解到，2021年春季开始，该校依托
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设直播大课
堂，面向全省招生，男年满55周岁
(1966年12月31日前出生)，女年满
50周岁(1971年12月31日前出生)
均可报名。不限制报名专业和班
数，在校学员也可报名。

本季直播大课堂采取网上报
名方式，符合条件的可通过山东老
年大学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进

行报名注册、缴费。报名时间：2月
25日10时起-2月28日16时止。补录
时间：3月1日10时起-3月26日16时
止 。具 体 流 程是：网 上 信 息 采
集——— 网上报名注册——— 网上试
听课3次——— 网上缴费。网上信息
采集全年开放，可将信息提前填
入，节省网上报名注册时的填报时
间。

报名成功的学员按照班级上
课时间，通过学校官方网站“直播
课堂”入口登录听课，或下载“山东
老年大学云课堂”APP听课，可免
费听课3次。听课操作步骤在学校
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布。听课
3次后，如确定在本班继续上课，需
在上述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缴费，
并可按照提示操作领取发票。未在
规定时间缴费的，系统自动清理，
无法在本班继续学习。缴费时间：3
月22日10时起—3月26日16时止。

教师经验丰富

课程内容适用于网络教学

据了解，本季直播大课堂共设
置吴昌硕篆书《修震泽许塘记》、山
水画入门、风光摄影入门、手工面
塑—花花世界、“内视觉”发声法5
门课程。每门课程限报1000人(若
报名不足100人，则取消招生)，实
行大班授课、小班管理。2021年3月
1日开课，每周授课1次，每次1小
时，共16次课，授课至今年6月份结
束。

“由于是大班授课，若学员课
上提出问题较多，教师会根据教学
实际，选取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答
疑。”声乐学院教师高梅将担任直
播大课堂课程之一“内视觉”发声

法的任课教师，她对即将展开的线
上直播大课堂充满期待，希望每一
位学员都能听明白，有收获。

“线上教学为很多学员带来了
方便，更能培养学生们良好的学习
态度，锻炼大家的主动性、积极
性。”高梅说，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老
年人把直播当作娱乐身心、自我展
示的舞台，自己也会根据上课情况
及学员反馈不断更新、创新自己的
教学方式，多加入互动元素，尽可
能地让更多学员参与融入进来，收
获满满。

山东老年大学教务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直播线上互动是一种安
全、便捷、有效的沟通交流方式，此
次山东省老年大学直播大课堂是
全国首个面向全省招生的直播课
堂，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实现全省
层面资源共享。“本次参与教学的
老师都是教学经验丰富学员反馈
较好的，教学课程也适用于网络，
届时还会组成小班组，选出班长，
让学员们都能得到更优质的体
验。”

面向全省！山东省老年大学直播大课堂招生啦
25日10时至28日16时报名，本学期每门课50元

如今，随着网络和
智能手机的普及，老年
人 的 生 活 也 越 来 越

“潮”，直播平台上不只
有年轻人的身影，还有
众多的中老年人。近日，
山东老年大学发布了

《2021年春季山东省老
年大学直播大课堂招生
简章》，该校依托学校网
络教学平台开设直播大
课堂，共设置吴昌硕篆
书《修震泽许塘记》、山
水画入门等5门课程，2
月 2 5日 1 0时起开始报
名，2月28日16时止报名
结束，3月1日开课。每门
课程本学期收费50元，
每人所报课程数量不
限。据了解，这是全国首
个面向全省
招生的老年
直 播 大 课
堂。

吴昌硕篆书《修震泽许塘
记》：从篆书入手，进而隶、楷、行、
草，循序渐进地学习是一种全新
的书学理念。通过学习吴昌硕的
篆书《修震泽许塘记》，达到基本
识篆，基本掌握篆书的书写技法，
提高篆书赏析水平。

山水画入门：以《芥子园画
传》为教程，从树法、石法入手，达
到基本掌握山水画的基础知识，
提高对山水画的鉴赏水平。

风光摄影入门：以风光摄影
这一常见专题带动摄影基础，学
习拍摄风光题材的同时，巩固、熟

练摄影基础知识，提高审美能力
及整体创作水平。

手工面塑—花花世界：从面
塑基本手法学起，在此基础上延
伸出花草等植物的面塑技艺学
习，让学员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
面塑的手法，做出色彩鲜艳的花
花世界。

“内视觉”发声法：通过“内视
觉”感受喉咙的打开，建立歌唱通
道，找到声音的支点以及共鸣腔
体，从而提高对音量、音色控制的
敏感度，使歌唱机能更加协调，做
到全身歌唱、整体歌唱。

课程简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焦守广

人们对于肺癌“谈之色变”，网上对肺
癌来临身体的征兆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
如“1粗、2黑、3痛”，指的是手指末端变粗(杵
状指)变黑，脸色变黑，肩胸部位疼痛等等。

王武章表示，经过临床研究，有一部分
肺癌患者伴随着指(趾)骨周围软组织增厚、
广泛性骨膜新骨形成，外形犹如鼓槌，又称
为杵状指。它是一种副肿瘤综合征，是指由
于肿瘤的原因，引起的骨关节发生病变，出
现相应的临床表现。这种由肺癌引起的杵
状指在手术切除肿瘤后经过一段时间恢复
杵状指症状往往可以逐渐消失。

对于脸色会变黑手指也会变黑，王武
章说，“这里的黑并不是我们大家所认为的
那种黑，比如我们的脸色可能会变得发黄
发黑，总之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没有精神，没
有光泽，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气色不
好。”

肺与我们的肩和胸基本上是相连的，
当发生肺癌的时候，这些肿瘤就肯定会越
来越大，从而就会挤压的肩和胸会疼痛，手
臂疼痛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癌细胞
的作用，当然了，还有可能会发生
其他部位的疼痛，但是手臂的疼痛
会更具有代表性。

所有肺癌都适合靶向治疗吗？
“很多患者和家属觉得靶向治

疗既然这么高级，也纷纷要求做靶
向治疗。”王武章表示，不是所有的
肺癌都适合靶向治疗，需要医生根
据患者的病情而定。只有找到相应

基因突变的患者，才能成为靶向治疗的适
用对象，因此基因检测是靶向药治疗的必
要前提。目前大部分癌症都可以找到相应
的靶向用药。

比较成熟的有肺癌、乳腺癌、胃肠肿
瘤、肾癌、甲状腺癌、肝癌、胰腺癌等等。在肺
癌中，靶向治疗主要应用于晚期非小细胞
肺癌患者，这些患者体内某些基因发生了
突变，其中较多见的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基因突变、间变性淋巴瘤激酶
(ALK)基因突变以及跨膜的受体酪氨酸激
酶(ROS1)基因突变。

肺癌靶向治疗中还有“优势人群”，主
要是指不吸烟的肺腺癌患者，这些患者
EGFR基因突变阳性率为50%-60%，基因突
变阳性患者使用靶向药物，有效率可以达
到70%-80%。

术后怎么吃有助于恢复？
手术后的患者应保持比较均衡的饮

食，帮助营养吸收，促进身体恢复。保证每
天一定量的蔬菜(如有色蔬菜、萝卜、菌菇类
等)，动物性蛋白质(如鱼、虾、黄鳝、家禽、瘦
肉、奶类)，水果(糖尿病及血糖高患者禁食

水果，无糖尿病及血糖高的患
者每天至少食用两种水果，但
避免食用芒果、桂圆、荔枝等
热性水果。患者手术后应注意
少量多餐，避免食用一些容易
胀气的食物(如豆类、奶类等)
造成患者腹胀。如能下床应鼓
励患者坐在床边进食，并在进
食后慢走片刻，以促进消化吸
收。

“1粗2黑3痛”
是肺癌在发信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焦守广

肺炎为什么会出现“大白肺”？
“‘白肺’说的是肺部显影呈一大片的

白色，这预示病因复杂，来势凶险。”孙文
青表示，正常情况下，拍摄CT和X光片
的时候，因为肺里面全是我们吸进去的
空气，空气容易被X光穿透，所以，正
常的肺在X线下看起来是黑色的。

如果肺里面有炎症，有液体渗出，
或者有占位性病变，肺内有实变，导致
肺内的气体减少，拍片的时候，X光不
容易透过去，整个肺看起来都可能是白
的，这类情况在临床上往往提示患者病
情危重，有生命危险，符合了其他一些
指标的情况下，专业术语称为重症肺
炎，我们俗称“大白肺”。

在临床表现上，与重症肺炎相比，
普通肺炎症状较轻，而重症肺炎除了有
发热、咳嗽、咳痰等症状外，还可能有
呼吸衰竭的表现，呼吸频率明显增快、
呼吸困难，可能需要气管插管、呼吸机
辅助通气治疗。重症患者可出现意识障
碍、定向障碍以及血压下降、尿
量减少等休克的表现。从辅助检
查上来看，重症肺炎的病变范围
更广，可出现多肺叶的浸润。重
症患者可出现肾功能障碍，甚至
多脏器功能障碍，治疗方面也更
加困难，常常需要转到ICU进行
综合治疗。

肺炎患者出院后该注意些
啥？

肺炎患者出院后应该注意饮食、继续
口服消炎药等治疗。

孙文青表示，肺炎患者特别是重症肺
炎患者出院后应保持随访，定期的检查评
估病情恢复情况。保持合理的营养，要适
当的供应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以及各种维
生素。可以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包括室
内行走、散步、慢走以及跑步，甚至骑车、
游泳等，来改善心肺功能。

最后就是要注意避免着凉，避免出现
感冒，一但出现各种感染性的问题，一定
要尽早的积极治疗，防止再次诱发肺部的
炎症。

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肺炎的预防一定
要重视。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勤洗手，出行
佩戴口罩；多通风透气，避免到封闭、空气
不流通的公共场合和人多集中的地方；如
有发热、呼吸道感染症状，特别是持续发
热不退，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对于儿童、
老年人、免疫水平低下人群秋冬季节尽早
注射肺炎疫苗、流感疫苗。

孙文青表示，我们身体的就像一台电
脑，免疫系统好比杀毒软件，人体可能会

受到各种病毒软件的攻击而
“中毒”得肺炎。接种疫苗就
像给电脑的杀毒软件安装升
级补丁，可以让我们对由相
应的病原体引起的肺炎产生
免疫力。虽然目前还没有能
预防所有病原体的“万金油”
式的疫苗，，但补丁打得越
多，我们感染肺炎的风险就
越小。

医生说的“大白肺”
到底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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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对人群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
性肿瘤之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五病区主任
王武章做客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与水滴筹联合打造的《壹点问医·大病
科普专场》直播间，讲讲肺癌的防与治。

严重的肺炎为何会出现“大白肺”？肺炎咳嗽与普通咳嗽有啥区别？日常
生活如何预防？山东呼吸重症领域权威大咖、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七病区主任孙文青做客由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与水滴筹联
合打造的《壹点问医·大病科普专场》直播间，为大家讲述肺炎的防治。

招生、技术咨询：0531-51772028 0531-5177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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