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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核素治疗病房启用

近日，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核素治疗病房正式投入使用，该
院核医学治疗工作迈入新征程。

甲状腺癌是最常见的内分泌
恶性肿瘤，也是头颈部最好发的
恶性肿瘤，其发病率逐年增长。
2022年2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
最新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显
示，甲状腺癌已经上升为女性恶
性肿瘤发病率的第3位。目前，甲
状腺癌主流治疗模式为手术治疗
+核素(碘-131)治疗+TSH抑制治
疗。分化型甲状腺癌的肿瘤细胞
保留了一部分甲状腺细胞的生物
学特性，具有吸收碘的能力。人体

口服碘-131后，会被甲状腺细胞
或肿瘤细胞高度选择性摄取，发
射出β射线，杀死手术无法肉眼发
现的甲状腺组织或肿瘤组织，起
到内照射的作用，降低甲状腺癌
术后复发的几率，提升治疗效果。

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核素治
疗病房为新建病房，按高起点、高
标准、严要求科学规划建设。病房
内分区合理，门诊、检查、住院、服
药等流程布局规范。

环境方面，病房为单人间设
置，配备独立卫生间、有线电视、
WiFi无线网络、中央空调、中心供
氧、视频对讲系统等设施齐全，为

患者提供了安全、舒适的住院环
境。饮食方面，考虑到住院患者的
特殊性，病房内设有专业的配餐
区，营养膳食科为患者个性化定
制低碘饮食套餐。安全方面，病房
内配备了通风橱、碘自动分装机、
放射性活度仪、智能生命体征检
测仪、辐射剂量监控仪、甲状腺功
能仪、三级衰变系统等设备设施，
保障药物精度及医疗质量安全。
技术方面，核医学科为每一位甲
状腺癌患者组织开展医院肿瘤多
学科诊疗(MDT)服务，成立由头
颈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超声
医学科、医学影像科、核医学科、

病理科等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的
专家组集中会诊、讨论，并在PET
/CT、SPECT/CT等高端医疗设
备支持下，为每一个患者制定个
性化的诊疗方案，确保患者治疗
的规范性、科学性。

核素治疗病房的启用，标志
着德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癌
规范化诊疗又迈进了一大步，同
时标志着医院已全面开展SPETC
/CT影像检查、PET/CT影像检查
及核素治疗的核医学科三大核心
业务，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高
效、更全面的医疗服务。

(王晓军)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邀您一起来祛湿！

夏天气温高，很多人会发现
自己周身困重、嗜睡、大便粘腻、
食欲不振，甚至全身起湿疹、荨
麻疹，关节疼痛、舌头胖大有齿
痕、舌苔水滑。这是身体湿气重
的表现！

“湿气”是如何形成的呢？1、
过食生冷寒凉之物，尤其是冰镇
饮品、雪糕、寒性水果等。2、食油
腻、甜食，嗜酒均可助湿生痰。3、
缺乏锻炼、起居不避寒温、过度使
用冷气，使体内阳气受损，水湿代
谢受阻。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是湿气重
呢？周身困重、乏力、舌苔白腻有
齿痕、面垢油光、头发与面部爱出
油、体型肥胖、汗多、大便粘腻、流

口水、易咳嗽、痰多、易鼻塞、流
涕、湿疹……这些都是湿气重的
症状。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推
出特色项目为您祛湿！

祛湿茶、祛湿足浴包：具有
健脾除湿的作用，适应体内有湿
邪的人群，如湿邪内阻导致的便
秘、大便黏稠，口内异味，面部痤
疮等。

督脉熏蒸：中药督脉熏蒸疗
法是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利用
中草药煎煮产生的药液蒸汽熏蒸
背部肌肤，借热力和药力给督脉
以温热性刺激，使毛孔扩张，将深
伏于关节、经络、骨骼的寒、湿、痰
浊等病邪驱出体外，达到治疗目

的的一种中医外治疗法。
艾灸：艾灸能够扶正祛邪，助

阳祛湿，疏肝理气，增强机体免疫
力。德州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常
年开展雷火灸、十字灸、脐灸、督
灸等。

针灸：针灸能够通过刺激人
体经络，激发人体正气，根据患者
情况的不同，合理配穴，佐以合适
的行针手法，以达到扶正祛邪、健
脾除湿之目的。

小儿外治：德州市妇幼保健
院中医科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对
于脾虚有湿的患儿多选用拔罐、
穴位贴敷、揿针、雷火灸、节气推
拿等方式进行治疗，广受好评。

(李迎夏)

德州市中医院夏季健康提示

早养胃，午养心，晚养百脉
早上、中午、晚上都是养生的

重点时间段，而在夏季的这三个
时段，有三件大事要特别注意。这
三件大事就是：早养胃，午养心，
晚养百脉。

早养胃：两个关键时间点

在7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
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
附着于黏膜的黏液和胆汁，促进
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
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不宜
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即可，以免
冲淡胃酸，影响消化。也不宜喝凉
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研究表明，经常不吃早餐引
发胃病、十二指肠溃疡的几率高
达36%。还易导致低血糖、记忆力
下降，增加胆结石患病风险。早餐
要吃热的食物，人体摄入冰冷的
食物会使气血不畅，“内伤脾胃，
百病由生”。早餐要有干有稀，包
括谷类、蛋类、豆制品、瘦肉和果
蔬等。早餐要避免油腻，吃太多肉

类或油腻的食物会加重胃肠负
担，可选择粥、豆浆、燕麦片、芝麻
糊等。

午养心：做好两件事

中医认为，心为五脏六腑之
主宰。午睡不但有利于补足睡
眠，而且能够增强体力、消除疲
劳，养护心血管，预防心脏病。午
饭后稍作休息，在此时段内睡上
约30分钟即可。

心包经从心脏的外围开始，
到达腋下三寸处，沿着手臂内侧
中线止于中指。饭后半小时左右，
如果适当地刺激心包经，可以增
加心脏供血，有效保护心脏。这个
方法，不但适用于患心脏病的老
人，对所有老人来说都是很好的
养生妙招。

晚养百脉：做好三个动作

不少人会利用晚上的时间锻
炼或是进行娱乐活动，不过，从21
点到23点，就应该静下心来了。此

时，做好三个动作，养护百脉，第
二天才能精力充沛。

1、手指梳头气血畅。将十根
手指当作梳子，梳头3分钟以上，
可以改善头部血液循环。2、温水
泡脚滋养肾脏。温水泡脚可以改
善身体的血液循环，达到滋养肾
脏和肝脏的目的。晚上9点到11
点是泡脚的黄金时间段，也正是
晚上养百脉的时间段。需要注意
的是，泡脚的水温一定要适度，
不能过热或过凉。3、晚上捶背好
入睡。睡前捶背，可以疏通经络，
促进气血运行，能有效改善睡
眠，催人入睡。捶背通常有拍法
和击法两种方法，均沿脊柱两侧
进行。拍法用虚掌，击法用虚拳，
通过压缩空气而产生震动力；手
法均宜轻不宜重，两侧掌根、掌
侧同时用力，节奏均匀，着力富
有弹性。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
轻拍轻叩，速度以每分钟60～80
下为宜，每次捶背时间以20分钟
为限。 (刘珊珊)

中石化德州石油分公司

延伸增值服务深度和广度

“经过4个多月的治疗，母亲
手麻、咳嗽、无食欲等症状减轻
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中医保
守疗法确实不错！”近日，在德州
市德广医院，患者张女士的儿子
欣喜地说道。

张女士患有高血压多年，有
脑梗病史。一年前，因心梗做了
心脏支架手术，后来又查出脑
瘤、脑萎缩等，身体每况愈下，言
语不清、耳鸣、记忆力差、头晕、
睡眠差等一系列不适症状严重
影响了其生活质量。今年年初，
他在朋友的介绍下，张女士的儿

子带其来到德广医院寻求中医
治疗。

德广医院院长辛松峰博士
接诊后，详细查看了张女士的病
例，为其制定了个体化治疗方
案。由于张女士家住河北，往返
不便，为更好地治疗，张女士办
理了住院手续。随着治疗的跟
进，张女士的不适症状得到缓
解，精神也比以前好多了。“以
前茶不思饭不想，现在吃饭可
香了，面色也红润了。”张女士的
儿子介绍，母亲身患多种疾病，
身体比较虚弱，而德广医院的中

医保守治疗让其全家人看到了
希望，病情一天天好转仿似重获
新生。

辛松峰博士介绍，中医之所
以能够在脑瘤、脑梗等疾病方面
起到重要作用，是因为其有很强
的整体观念，能够从患者全身特
点加以考虑，而不是只局限在疾
病本身。中医能纠正机体的某些
失调，去除肿瘤的复发因素，减
少转移的机会。在脑瘤治疗方
面，中医可以根据患者不同病
位、不同的病理类型，制定不同
的治疗方案，做到个体化治疗。

德广医院让多病老人“重获新生”

中国石化德州公司积极拓展增
值服务项目，充分了解加油站便民
服务项目使用情况，认真听取客户
意见和建议，本着 “耐用、实用、好
用”的原则精心选取新增项目，申请
专项资金，统一为30座加油站购置
便民服务箱、电子血压计、简易维修
工具、高压打气筒等。

一是充分考虑便利店空间，科
学确定便民服务箱尺寸，为方便客
户使用和员工日常维护，选取了耐
污板材，并设计张贴了精美的醒目
标识；二是便民服务宣传标牌项目
公示，采取“6+X”模式，每座站点除
提供便利店、热水续杯、手机充电、
简易维修工具、免费药品及雨具等6
种基本服务项目外，根据各站实际，
分别增加卫生间、洗车、休息室、轮
胎充气、血压计、自助吸尘、小书吧、
擦鞋机、食物加热等12项服务项目。
三是引导各站员工集思广益，积极
补充了口罩、指甲刀、湿巾、抽纸等
小类物品，使物品数量和质量上“锦
上添花”。

便民服务项目的增加和完善，
受到进站客户的一致好评，有效拉
近了与客户之间的距离，使“客户在
我心中，服务看我行动”不再是一句
口号，通过拓展增值服务项目，缓解
或消除客户因等待产生的烦躁情
绪，真正实现让客户开心、舒心、放
心，落实“把服务做到客户心坎里”
工作要求，积极展现中国石化“党和
人民好企业”的良好形象。 (刘辉)

十年寒窗苦读日，今朝金榜题
名时。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为了
给考生和陪考家长送去一份及时
的清凉与关爱，进一步弘扬企业奉
献爱心精神，营造温馨的高考环
境，中石化德州石油分公司不忘企
业使命，结合“我为青年办实事”的
责任担当，6月7日上午组织团委青
年志愿者在德州市实验中学大门
口开展“爱心助考，免费送水”公益
行动。

虽尚未到盛夏季节，但室外气
温已近30多度。考场外，团委青年志
愿者们拉起横幅，冒着酷暑穿梭在
考生和送考家长之间，将一瓶瓶水
和纸巾送到他们手中，给夏日里的
学子带来了阵阵凉意，为高考加油
助威。此次爱心助考活动，得到了广
大考生和家长的一致肯定，体现了
公司的企业担当和社会责任，也向
社会传递了正能量。 （涂婷）

中石化德州石油分公司

助力高考，为梦想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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