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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俊玲 通讯员 吴明顺 张晴）近
期寒潮影响，港城气温大幅下降，
导致煤气中毒事件增多。据市
120急救指挥中心统计，11月15
日－11月21日一周时间，市120
急救指挥中心共接呼救电话
13234个，出动救护车3141辆，
日均出车448辆，救治各类急危
重症患者2942人，日均救治420
人，与上个周持平。值得注意的
是，一周救治煤气中毒患者 50
例，较上周患病人数增加一倍。
当前气温出现断崖式下降，提醒
烧煤取暖市民，应谨防煤气中毒。

11月16日4时27分，家住龙
口市诸由观镇的王先生一家2人
出现头晕恶心、意识不清，市120
急救指挥中心立即调派附近救护
车赶往现场，医护人员到达后立
即给予吸氧等治疗后接往医院进
一步治疗。经诊断，2名患者均为
一氧化碳中毒。

11月20日22时59分，莱阳
市照旺庄镇的任女士母女两人在
家中烧煤取暖，出现头晕呕吐等
不适症状，家属立即拨打120求

助，市120急救指挥中心闻讯后
立即调派救护车前往，急救人员
到达后给予吸氧等紧急治疗后转
往医院进一步治疗。经诊断，两
人均为一氧化碳中毒。

11月 21日 10时许，家住蓬
莱区的管女士在家中生煤炉取暖
时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症状，拨打
120求助，市120急救指挥中心第
一时间派出救护车并指导其开窗
通风，急救人员及时到达给予患者
吸氧输液等治疗，现患者已好转。

市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广
大市民：每年冬季都是一氧化碳
中毒高发季节，一氧化碳中毒应
以预防为主，在使用煤炉、煤气取
暖时，一定要注意室内通风换气、
定期检查排烟管道，避免发生煤
气中毒。

市120急救专家表示，发生
煤气中毒时，多表现为头晕、头
痛、恶心、呕吐、口唇呈现樱桃红
等，严重者昏迷甚至导致死亡。
对煤气中毒者的急救，应立即打
开门窗通风，尽快将中毒者搬离
中毒环境，吸氧，并及时拨打120
送医院接受高压氧治疗。

一周救治煤气中毒50例
市120提醒：用煤炉取暖要当心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
讯员 黄瑾 摄影报道）现场义诊、答疑解
惑，医教结合、服务百姓。连日来，滨医烟
台附院开展了多项为民办实事活动，将先
进医疗技术送到寻常百姓身边。

近日，医院第四党总支组织内分泌代
谢病科、疼痛科、感染管理科及公共卫生科
等部门、科室，在门诊大厅开展了“人人享
有糖尿病健康管理”主题义诊宣传活动。

滨医烟台附院联合滨医特殊教育学
院共同开展的“双服务双促进”关爱行动
正式启动。活动当天，眼科负责人刘澍带
领科室全体医务人员加班上岗，为特殊教
育学院80余名视力障碍学生进行了基础
的视力和眼压检查，根据病史记录眼部查
体情况，进一步完善了包括散瞳、裂隙灯
眼底检查、视野眼底照相及OCT检查等，
减免检查费用近万元。当天，医务人员在
全面了解病因后给予特殊学生群体专业
治疗指导。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启动后，医院每
年将定期为特殊教育学院视障学生开展
义诊检查，建立眼部查体档案，并进行用
药和治疗指导，为视障生求学期间的眼部
健康保驾护航。特殊教育学院“明眸推拿
协会”学生也将利用业余时间到滨医烟台
附院进行志愿服务活动，为医务人员、患
者及家属送上推拿服务。

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专家前往烟台
大学附属中学，为老师进行两腺筛查义诊
活动。甲状腺乳腺外科功能检查室副主
任刘灿为全校男女职工们进行检查，共检
查部位30余个。检查结束后，老师们持结

果找到甲状腺乳腺外科副主任程凯进行
解读，程凯针对检查报告为他们制定了个
性化治疗方案。通过义诊，普及了甲状
腺、乳腺结节的处理方法，对进一步提高
群众健康意识，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具有重
大意义。

此外，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公众对慢阻
肺的认知，加强患者对慢阻肺长期管理的
认识，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于11月
17日上午，在门诊大厅开展义诊活动，专家
及医务人员向广大市民开展了慢阻肺疾病
知识普及、吸入药物使用指导、慢阻肺随

访、戒烟指导等，获得一致好评。
随着这张为民办实事的时间表，滨医

烟台附院在服务社会、服务百姓的路上稳
步前进，让每一个需要救治的患者都能享
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让百姓对疾病预防
有了全新的认识。

未病先防 服务百姓
滨医烟台附院“为民办实事”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方志波 摄影报道）
为有效降低新冠疫情输入传播
风险，进一步织密织牢疫情防控
网，近日，福山区卫计监督所持
续加强疫情防控监督检查不放
松，严格监督辖区内医疗机构全
面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两
家医疗机构被停业整顿。

11月15日至11月19日，福

山区卫计监督所对福山区医疗机
构疫情防控存在问题的单位予以
通告，其中，知医诊所因预检分诊
人员防护不到位，不熟知全国疫
情中高风险地区名单，被停业整
顿；计生中医诊所因预检分诊人
员不在岗，被停业整顿。福山区
卫计监督所介绍，将每周对医疗
机构疫情防控情况进行通报，守
住疫情防控底线。

防疫不合格

福山2家医疗机构被停业整顿

本报讯（通讯员 王泓人 摄影报道）
女儿带着妈妈做痔疮检查，离院前三分钟
女儿听从医生建议，加做了一个胃肠镜检
查。没想到，孝顺女儿的一个临时决定，
救了妈妈一条命！

海阳的刘女士最近总是便血，从药店
买了些药吃，也不见好，最近被家住黄务
的女儿接到芝罘区过冬。细心地女儿发
现妈妈用过的马桶总有血迹，就带着妈妈
来到烟台中西医肛肠医院找全国肛肠学
科名专家柳玲做检查，柳院长检查后，诊
断为痔疮，母女俩揪着的心算是放下了。
当柳玲院长得知老人60多岁，一次胃肠镜
也没做过，而且去年还查出了幽门螺杆菌
感染，便建议她做个胃肠镜检查，好好看
一看。

女儿担心母亲的身体，说：“既然饿着
肚子做了术前抽血，大老远来医院一趟也

不容易，干脆就把胃肠镜做了吧。”刘女士
拗不过女儿，勉强同意了。没想到，就是
女儿的这一个临时决定，让妈妈躲过了癌
症的魔爪！

下午，当胃镜刚进到食管距门齿
25cm的位置时，就看到了片状的发红、糜
烂，在隔壁看同屏直播的女儿虽然不懂
医，也预感到不好，刚刚平复的心又揪起
来了。

经过病理分析结合镜下检查，最终确
诊为食管癌。虽然是食管癌，但因为发现
得早，所以治愈率和生存率非常高。

看到病理报告单后，女儿后怕地说：
“真庆幸听了柳院长的话给妈妈做了胃肠
镜，感谢柳院长……”

全国肛肠学科名专家、为国家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国家卫健委疾预控局癌
症早诊早治项目单位——烟台中西医肛肠

医院常务副院长柳玲说：“远离消化道癌
症，从胃肠镜做起。任何检查手段都无法

替代胃肠镜检查，所以，高危人群和40岁
以上的人群，应尽早做一次胃肠镜检查。”

临时加做胃镜，救了妈妈一命
国家卫健委癌症早诊早治项目造福港城人民

健康提醒

专家访谈
11月17号是世界慢阻肺日，今年的

主题是“健康呼吸，无与伦比”。当前，慢
阻肺已成为全球第三大致死性疾病，我国
慢阻肺患者也已将近1亿，成为和高血
压、糖尿病并驾齐驱的常见慢性疾病，但
知晓率却不足10%。

近日，记者对烟台毓璜顶医院呼吸内
科主任邹慎春进行了采访，对慢阻肺进行
了全面了解。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
俊玲 通讯员 王艳艳）每年的11
月至次年1月及3-6月为水痘高
发期。芝罘区疾控专家介绍，水
痘是一种儿童常见的急性呼吸道
传染病，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引起的出疹性疾病。人群普遍易
感，2-10岁儿童为好发年龄段。

水痘传染性强，水痘患者是
主要的传染源，发病前1-2天至
皮疹全部结痂为止均具有传染
性。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直
接接触传播。通过鼻咽分泌物
进行飞沫传染，患者的呼吸道分
泌物、疱液和血液中均存在病
毒。疱液中病毒含量很高，直接
接触疱液也可传染，干燥结痂的
皮疹无传染性。水痘潜伏期为
12～21日，平均14日。绝大多

数患儿无症状或症状轻微，早期
出现发热、全身不适、咽痛、咳
嗽、头痛等症状，1-2天后进入出
疹期。一般2-3周后皮疹全部
结痂、脱落。重症者也可能出现
水疱继发感染、肺炎、脑炎和心
肌炎等。水痘皮疹常出现在躯
干部，向心性分布，躯干、头面部
皮疹密集，四肢皮疹稀疏，手掌
和足底更少。同一部位可见斑
疹、丘疹、水疱、结痂同时存在，
为“四世同堂”表现。

专家提醒，确诊儿童需居
家隔离，暂停上课，以免传染他
人。隔离至皮疹全部结痂为止。

专家表示，接种水痘疫苗是
预防水痘的有效措施。避免去
人员聚集的场所，避免接触水痘
病人。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水痘高发季，家长别大意

本报讯 2021年11月19日，烟台中亚医
药保健酒公司创立九十周年庆典暨新品发布
会隆重举行。九十周年纪念版至宝特质三鞭
酒（青瓷瓶）作为中亚公司专业技术团队匠心
打造的一款高品质产品正式亮相，经销商、合
作伙伴和公司员工欢聚一堂共襄盛举。张裕
集团总经理、烟台中亚医药保健酒公司董事长
冷斌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公司全体员
工向一直以来为中亚公司的发展奉献青春和
汗水、给予关心和帮助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

中亚医药保健酒公司创办于1931年，迄
今已有九十年的历史,先后两次被认定为“中
华老字号”企业。从私营的单体药房，到公私
合营专业化中药制药厂，再到全民所有制性质
的全国56个重点中药厂之一，一直到今天的
股权多元化的综合性制药公司,中亚公司所走
过的道路，堪称是中国中成药制药企业发展历
程的一个缩影。

冷斌在讲话中说，自创办以来，公司“九十
年只做健康一件事”，始终专注于中医药健康

养生领域，致力于中药和保健产品的生产和研
发。目前公司拥有“中亚”“至宝”两个品牌，中
药、保健酒两大产业。核心产品“中亚”牌至宝
三鞭丸，源于南宋宫廷秘方，长期出口国际市
场，与漳州片仔癀、云南白药等并称为中国中
成药出口的“四大名药”。基于至宝三鞭丸秘
方所研制的至宝三鞭酒、三鞭补酒系列产品，
长期出口到东南亚、美国、非洲等30多个国家
和地区，出口量曾占到全国保健药酒出口总量
的60%以上,在海外市场享有较高的声誉。至
宝三鞭丸、至宝三鞭酒，为国家创汇作出了重
要贡献，也牢固筑立了公司的药酒、保健酒两
大产业的发展根基。

九十年来，中亚公司和中亚产品获得了多
项国家级荣誉：1981年，至宝三鞭丸荣获国家
质量奖银质奖章；1984年，三鞭丸配方和工艺被
列入“国家医药管理局第一批科学技术保密项目
清单”；1985年，至宝三鞭酒获得国家质量奖银
质奖章；1988年获得轻工业优秀出口产品金质
奖章；1991年，至宝三鞭丸获世界卫生组织颁
发的传统药长城国际金奖；2016年，至宝三鞭

丸的制作技艺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九十年来，公司的产品品质得到了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的验证，深得海外客商认可。自
1959年至宝三鞭丸出口、1968年至宝三鞭酒
出口以来，公司的海外业务一直保持着持续稳
定的发展，如今正沿着“一带一路”加速推进，
出口业务已经延伸至中东、非洲。

冷斌提出，在新的发展征程上，中亚公司
将继续坚持“专注健康、创造价值、回馈社会”
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打造中国保健酒中高端品
牌形象，引领中国保健酒健康产业向更高层次
发展升级。基本的原则是：坚持创新引领；坚
持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同步开发；坚持科技营销
和文化营销双轮驱动；坚持与经销商分工协
作，共赢共享；加大科研投入和文化传播推广
力度，助力市场销售。

企业所有的努力和追求，最终都是通过良
好的产品和服务来体现。值此九十周年庆典
之际，中亚公司当天推出的九十周年纪念版青
瓷三鞭酒，就是中亚公司专业技术团队匠心打
造的一款高品质产品。该酒精选名贵道地药

材、采用山西清香型纯粮白酒做酒基，采用数
字化提取技术保证品质，由三鞭丸非遗传承人

王官连亲自监制。该酒口感醇甜柔和，相信能
给消费者带来美妙体验。 （高绪强）

烟台中亚医药保健酒公司创立九十周年庆典暨新品发布会隆重举行

邹
慎
春

正在为患者检查正在为患者检查。。

监督检查现场监督检查现场。。

因烧草做饭患上慢阻肺

63岁的王女士因近半年出现胸闷、呼
吸困难等症状来到了邹慎春的门诊，经过
肺CT、肺功能等一系列检查，最终被确诊
为慢阻肺。

令她疑惑的是，她平时不吸烟，老伴
儿也不吸，为什么还会得慢阻肺呢？原
来，王女士平时住在农村，每天都通过燃烧
柴草做饭，而燃烧柴草所产生的大量生物
粉尘正是王女士患慢阻肺的“罪魁祸首”。

邹慎春说，除了吸烟、从事室内外有
环境污染的相关行业是慢阻肺的高危因
素，农村烧秸秆等植物燃料，也是导致慢
阻肺的一个高危因素。

咳嗽、咳痰症状不可忽视

“很多人出现咳嗽咳痰症状是会误认
为普通的感冒，而且这些症状往往也是慢
阻肺的早期表现。”邹慎春说，临床上遇到
过很多患者。因为早期出现咳嗽、咳痰、
胸闷气短症状时没在意，来到医院时就已
经属于重症患者了，耽误了最佳治疗时
机，影响了生活质量。

慢阻肺是一种主要表现为肺部症状，
但可以累及全身的疾病，致残率和病死率
很高。如果不及时治疗，可以引发肺纤维
化、肺高压、心血管系统疾病、骨质疏松、
骨骼肌无力、下呼吸道感染、静脉血栓、肺
癌、抑郁等并发症。

远离慢阻肺首先要戒烟

邹慎春说，要想远离慢阻肺，日常生活
中首先要戒烟，这是阻止慢阻肺发生和进
展的关键措施。对于从事接触职业粉尘的
人群（煤矿、金属矿、棉纺织业、化工行业及
某些机械加工等工作人员）要做好劳动保
护，减少职业性粉尘和化学物质吸入；除
此之外，要减少室内空气污染、防治呼吸
道感染，还要加强锻炼，耐寒能力锻炼等。

对于慢阻肺患者还要进行相应的呼
吸功能训练，增加患者潮气量，降低残气
量，有效改善肺功能。

YMG 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黄钰峰
李伟嘉 通讯员 李成修 马瑾 摄影报道

慢阻肺知晓率不足10％
毓医专家邹慎春：出现咳嗽咳痰，不一定是感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