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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咯血不见了，胸痛消失

了，真神奇！”近日，谈起在德广
医院近10天的治疗体验，河北
省60岁的高先生露出了笑脸。

今年5月份，高先生被查
出患有肺癌，辗转几家医院后
治疗效果均不理想。今年8月
初，高先生咯血症状加重伴随
胸痛，近期来到德广医院住院
治疗。

“辛松峰博士的治疗方法
多种多样，有胸外贴敷，有中药
口服，有西药注射，还有喷剂，

多管齐下！”高先生说，“护士每
天按时将煎好的中药放到床
前，每天四袋，两种喷剂轮流使
用，每30分钟一次，辛博士每天
至少查房两次，我咯血和胸痛
症状日渐减轻，第9天，不适症
状全部消失了。”

“德广医院是医保定点医
院，住院条件也很好，医护人员
服务周到，辛博士根据我病情
的变化会随时为我调整治疗方
式，我无论从身体上还是从精
神上都很轻松。”高先生为医院

的治疗效果和优质服务竖起大
拇指。

德广医院设有中医科、内
科、外科、妇科、预防保健科、影
像科、检验科等20余个科室，中
西医联合治疗是该院特色，辛
松峰院长亲自诊疗，主治各种
癌症、糖障(糖尿病)、心脑血管
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等大病难
病。医院地址：德州市德城区大
学 西 路 1 2 6 9 号 。电 话 ：
18561147009。

(徐良)

德广医院

咯血胸痛消失不见 肺癌患者诚恳点赞

弘扬国粹 薪火相传

德州市中医院举行规培学员师承拜师仪式
9月8日下午，德州市中医院

举行首届规培学员师承拜师大
会，14位师承导师现场收徒并以
此为契机开展为期3年的师承带
教工作。

现场跟师弟子分别行拜师
礼，并献上茶盏以敬师道，呈上拜
师贴。王禹增主任作为教师代表为
其爱徒李化明戒尺加身，以示训
诫，提醒弟子要头脑清醒，敬业乐
群，肩负重任，继承衣钵，为人有

尺，处世有度。师长回礼，递回徒
帖，师徒集体诵读大医精诚节选。

曹旺波代表指导老师上台发
言，代表各位指导老师作出承诺，
一定恪尽职守，为人师表，悉心传
授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毫无保
留地把知识交给学生，严格督促
检查继承人的学习，按照教学计
划，高质量地完成带教任务，不辜
负医院的殷切期望，让中医文化
源远流长。

骨伤科医师李化明代表跟师
弟子发言，诚恳地向院领导和老
师们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同时还
表示决心以实际行动向老师们学
习，努力掌握老师的学术精髓，坚
守职业道德，像老师那样兢兢业
业，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群众健
康服务，造福州城百姓！

院长杨京慧在讲话中表示：
此次拜师仪式是全面做好本届住
培学员师承教学培训工作良好的

开端，师生同心要共同做好中医
药文化的传承工作。希望所有师
生矢志岐黄，精研医术，济世救
民，让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希望
同学们要尊师重道，珍惜难得的
学习机会，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践
行新一代中医人的初心和使命。也
殷切期望各位学员能虚心求教，
学有所成，做优秀中医药文化的
传承着，为今后更好地为人民服
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珊珊)

近期，山东省出现了皮肤
炭疽病例，那么炭疽到底是啥？
该怎么预防？德州市疾控中心
为您一一解答。

一、炭疽是什么？

炭疽，是由一种叫做炭疽
芽胞杆菌的细菌引起的人兽共
患性传染病，主要发生在牛马
羊等草食动物中，人通常是通
过接触患病动物或动物制品被
感染。

二、炭疽可怕吗？

我们一般说的炭疽是指由
人类接触病死动物及其制品而
感染的疾病，是一种比较常见
的传染病，以皮肤炭疽为主，只
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治
愈率很高，预后很好，一般不留
后遗症且很少有死亡病例，所
以炭疽并不可怕。

三、人是怎么感染上炭疽的？

人类感染炭疽主要有三种
途径。1、经皮肤接触感染，如果
皮肤接触到污染物，芽胞就会
通过皮肤上的微小伤口进入体
内；2、经口感染，主要因摄入污
染食物而感染，与饮食习惯和
食品加工有关；3、吸入性感染，
吸入污染有炭疽芽胞的尘埃和
气溶胶，可引起肺炭疽，一般情
况下直接吸入感染较少见。

四、炭疽有哪些症状？

与感染途径相对应，炭疽也主
要有三种临床类型：皮肤炭疽、
肺炭疽和肠炭疽，有时会引起
炭疽败血症和脑膜炎。人感染
后以皮肤炭疽最常见，可占到
95%以上。

皮肤炭疽：多见于面、颈、
肩、手和脚等裸露部位皮肤，主
要表现为局部皮肤的水肿、斑
疹或丘疹、水疱、溃疡和焦痂；
疼痛不明显，稍有痒感，无脓肿
形成，及时治疗病死率小于
1%。肺炭疽：初起为“流感样”
症状，主要表现为低烧、疲乏、
全身不适、肌痛、咳嗽，通常持
续48小时左右，然后突然发展
成一种急性病症，出现呼吸窘
迫、气急喘鸣、咳嗽、紫绀、咯血
等，可迅速出现昏迷和死亡，死
亡率可达90%以上。肠炭疽：主
要表现为急性肠炎型或急腹症
型，急性肠炎型发病时可出现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急腹症
型患者全身中毒症状严重，持
续性呕吐及腹泻，排血水样便，
腹胀、腹痛，常并发败血症和感
染性休克，如不及时治疗，常可
导致死亡。

五、炭疽会人传人吗？

炭疽病主要与相关职业人
群有关，包括牛羊养殖、屠宰和
贩卖人员、兽医，或者从事牛羊
产品加工等行业的人员。炭疽
在人和人之间不能像流感或新
冠肺炎那样传播。接触病人被
感染的概率极低，一般皮肤炭
疽病灶处可排菌，偶尔可以人
传人。尽管如此，照顾炭疽病例
时还应尽量减少接触，必要时
可做好个人防护。

六、炭疽病人需要隔离吗？

炭疽在人与人之间少有直
接传染，并不等于没有危险。病
人的排出物同样能造成顽固的
环境污染，而这种污染可以感
染牲畜，反过来又造成人的感
染。因此在我国，仍规定了炭疽
病人必须隔离。

七、炭疽能治好吗？

如果治疗不及时，炭疽可
以致命。青霉素是治疗炭疽的
首选药物，在大多数情况下，炭
疽芽胞杆菌对青霉素没有抗药
性。还有多种广谱抗生素对炭
疽的治疗有效。炭疽到了晚期
难以救治，治疗的关键在于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八、牛羊肉还可以吃吗？

牛羊等食草动物对炭疽芽
胞杆菌易感，感染后常在短时
间内发病死亡。病死牛、羊肉以
及来源不明的肉制品不能食
用。市售牛羊肉均经过严格检
疫，正规途径购买的牛羊肉可
以放心食用。在进行肉类加工
时，应注意生熟分开，肉类应熟
透以后再食用。这些措施不仅
可以预防炭疽，也可以预防其
他传染病。

九、该怎样预防炭疽？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接触
传染源！1、炭疽的传染源主要
是病死动物，发现牛、羊等动物
生病或突然死亡，不接触、不宰
杀、不食用、不买卖，立即报告
当地农业畜牧部门，由该部门
进行处理。2、注意从正规渠道
购买牛羊肉制品，病死牛、羊
肉以及来源不明的肉制品不
能食用，烹饪时煮熟煮透可放
心食用。3、养殖企业或个体引
进牛羊时，一定要做好检疫工
作，防止引进患病的牲畜。4、
一旦发现自己或周围有人出
现炭疽的症状，应立即报告当
地卫生院或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并及时就医。

(徐良)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王国云教授9
月18日来德州市妇幼保健院坐诊、手
术，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知名
专家的诊疗服务！

如您有月经量多、月经不规律
等异常子宫出血症状或痛经、子宫
肌瘤、卵巢囊肿、子宫腺肌病、子宫
内膜异位症、妇科恶性肿瘤（宫颈
癌、内膜癌、卵巢癌、外阴癌）等各类
妇科疾病，想接受国内顶级专家的
诊疗，现在可以开始预约啦！

预约地点：德州市妇幼保健院门
诊楼三楼妇科门诊一室。工作室预约
开放时间：周一、周四、周五上午。预
约电话：0534-2310890。

专家简介：王国云，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妇产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致力于子
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的临床
及基础研究。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4项，省部级课题8项，
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SCI收录近30
篇。擅长，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
肌病、内膜癌、宫颈癌、外阴癌等疾
病的诊断及治疗，以及妇科腹腔镜
微创手术。 (李红)

齐鲁医院王国云教授

来市妇幼坐诊手术

9月18日(周六)，山东省立医院儿
科神经专业温兆春教授来德州市立
医院儿科门诊坐诊。应诊地点：儿科
门诊2。预约咨询电话：15053427138(何
主任)。

温兆春，山东省立医院主任医
师，医学硕士，山东省康复医学会小
儿脑性瘫痪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
东省癫痫协会会员，山东省中西医
结合学会委员，亚大地区小儿神经协
会会员。

30年来，主要从事神经系统疾病
的临床诊治工作，对常见病及疑难
病有较为丰富的的临床经验，尤对
小儿脑瘫的康复、小儿癫痫、脱髓鞘
性疾病、各种颅内感染及神经免疫性
疾病有非常系统的认识。曾先后在北
京大学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北京大学
妇儿医院)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系统
地研究了小儿癫痫和小儿康复。

主导研究的小儿癫痫的遗传
学基因热点的研究及抽动症治疗
药物多动宁曾分别获山东省科技
进步三等奖和科技创新奖，参编儿
科学术专著4部，主编著作四部，发
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张潇然)

省立医院温兆春教授

坐诊市立医院

德州市疾控中心教你认识炭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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