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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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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市区天气

阴有雷雨或阵雨
西南风转西北风 5-6
级，雷雨时阵风8-9级
20-26℃

后天市区天气

晴
西北风转偏西风3-4级
18-26℃

明天市区天气

多云转晴
西北风转偏西风4-5级
转3-4级
17-24℃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纪殿国）
昨日是“白露”节气第九天，气温较前一日
基本持平，天气凉爽宜人，11时-14时许，
市区最高气温 24℃，全市最高气温 26℃，
出现在莱阳、莱州和龙口。

今天全市阴有雷雨或阵雨，雷雨时
阵风较大，请注意防范。明天全市以多
云间晴天气为主。后天全市转晴。未来
三天中，全市气温变化不大，市区最高气

温 26℃，全市最高气温 27℃。昼夜温差
较大，其中今天和明天，内陆昼夜温差将
达到 10℃，请市民注意早晚及时增添衣
物。

烟台市气象台和烟台市海洋气象台9
月 15日 17时发布最新天气预报：烟台市
区：16日白天，阴有雷雨或阵雨，降水概率
90%；西南风转西北风5-6级，雷雨时阵风
8-9级；最低气温 20℃，最高气温 26℃。

17日，多云转晴，西北风转偏西风 4-5级
转 3- 4 级，最低气温 17℃，最高气温
24℃。18日，晴，西北风转偏西风3-4级，
最低气温18℃，最高气温26℃。

烟台各区市天气预报：16日白天，阴
有雷雨或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沿海及
内陆 5-6级，雷雨时阵风 8-9级；最低气
温，沿海20℃，内陆17℃。最高气温，沿海
26℃，内陆27℃。

今天阴有雷阵雨，雷雨时阵风较大
气温与昨日相比略升，昼夜温差达到10℃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海玲
通讯员 隋依霖 王婉婧 李欣 摄影报道）
9月 14日，王懿荣纪念馆被中国殷商文化
学会、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研究院、甲骨
文世界文化之旅研究院联合授予甲骨文
明研学基地。

甲骨文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成体
系的文字，记载了殷商社会的历史和文
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发现
甲骨文第一人王懿荣先生120年前效死输
忠的爱国主义精神、福泽后人的学术成
就、恪守家风的严谨慎独，一直在勉励着
烟台儿女积极向上、奋发作为、薪火相传。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

学会名誉会长王宇信表示，现在全国的甲
骨研究形势一片大好，王懿荣研究也广泛
展开，王懿荣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得到了
弘扬，希望王懿荣纪念馆日后能够继续努
力，将收藏第一、研究第一、宣传第一和人
才培养第一作为目标。

当天下午，纪念王懿荣殉国 120周年
爱国主义精神暨甲骨学发展学术研讨会
在王懿荣纪念馆举行。十余位来自全国
各地的殷商文化、甲骨学研究及古文字研
究的专家和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记者了解到，甲骨文虽然在考古、历
史、古文字学界地位举足轻重，然而在大
众眼里还是“冷门绝学”。本次活动的开

展使得公众的目光又一次聚焦于“甲骨
文”，对于甲骨文的发现、发展以及意义有
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王懿荣纪念馆被授甲骨文明研学基地

我市“肾综合征出血热”
进入高发期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安益 通
讯员 刘正毅 冯雪英）“我最近发热面红，
像喝醉酒一样，头痛腰痛似感冒，皮肤粘膜
还有出血点，恶心呕吐还有蛋白尿，这是怎
么了？”要是出现了这些症状，切不可掉以
轻心，您可能不是感冒了，而是得了肾综合
征出血热。随着天气转凉，我市“肾综合征
出血热”进入高发期，烟台市疾控中心提示
广大市民提高警惕，做好预防。

市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肾综合征出
血热简称出血热，主要是由汉坦病毒引起
的，以鼠类（黑线姬鼠和褐家鼠）为主要传
染源的自然疫源性疾病。病例多见于农
村、城乡接合部等老鼠活动频繁的地区，
主要通过接触、呼吸道和消化道等多种途
径传播，人群普遍易感，潜伏期一般为7-
14天。我市出血热流行高峰在每年10月
至次年1月，目前已进入高发季节。

出血热病人早期会出现发烧、全身酸
痛、食欲减退等症状，与感冒相比，无打喷
嚏、流鼻涕等症状。典型的出血热病例主
要表现为发热、三痛（头痛、腰痛、眼眶痛）、
三红（面红、颈红、前胸红）、出血、消化道症
状（恶心、呕吐、腹泻）和肾脏损害等。

烟台市妇幼保健院可筛查50余种遗传代谢病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指在新

生儿期对严重危害新生儿健康
的先天性、遗传性疾病施行的专
项检查，提供早期诊断和治疗的
母婴保健技术。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可查、
可防、可控，您知道吗？

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烟台
市卫生健康委于2008年在全省
首批启动新生儿4种遗传代谢性
疾病（简称“四病筛查”）筛查项
目，包括苯丙酮尿症（PKU）、先天
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CH）、先天
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和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
（G-6-PD）。同时，成立烟台市
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挂靠烟台
市妇幼保健院），负责对全市所有
助产机构递送的新生儿血标本进
行统一检测，对筛查出的阳性病
例进行诊断和治疗。

随着检测及诊断技术的不
断进步，烟台市妇幼保健院于
2014将筛查新技术——串联质
谱技术推广使用于临床，利用其
超敏性、高特异性、高选择性和
快速检验的特点，能在2分钟内
对一个标本进行几十种代谢产
物分析，实现了“一种实验检测
多种疾病”的要求，可筛查出包
括氨基酸、有机酸和脂肪酸三大
类共50余种隐性罕见疾病。

烟台市妇幼保健院/烟台山
医院专家提醒：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血

样建议在新生儿出生48小时后、
7天之内，经充分哺乳后采集。
创伤小、无痛苦，几滴足跟血即
可发现多种遗传代谢性疾病，宝
妈别让孩子错过最佳筛查时机。

另外，对于各种原因（早产
儿、低体重儿、正在治疗疾病的新
生儿、提前出院者等）未采血者，
采血时间一般不超过出生后20
天。早产儿、低体重儿以及某些
继发性、迟发性疾病，筛查结果有
可能出现假阴性。因此，即使筛
查结果正常，也需定期进行保健
体检，发现异常及时进行干预。

我市遗传代谢病患儿可享
受最高2万元专项补助金

烟台市妇幼保健院/烟台山
医院是我市唯一的中国出生缺
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简称“基金
会”）遗传代谢病救助机构。医
院领导非常重视遗传代谢病防
治工作，设立新生儿疾病筛查办
公室，开通基金会救助绿色通
道，负责对有救助需求的患儿进
行资料收集、初步审核，并为其
提供健康生育指导，避免再次生
育缺陷患儿，为提高全市整体人
口素质做出积极贡献。

一、救助对象
1.临床诊断患有遗传代谢

病（临床诊断证明）；
2.18周岁及以下儿童；
3.家庭经济困难，能够提供

低保证、低收入证、建档立卡贫
困户证明或村（居）委会等开具

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4.医疗费用自付部分超过

2000元（含），国家级贫困县患儿
的自付部分超过1000元（含）。

二、补助标准
对患儿于2015年1月1日

至今，在正规医疗保健机构发生
的诊断、治疗和康复费用给予补
助。根据其它途径报销之后的
自付部分，给予1000元~10000
元补助。本项目一次最高补助
额度为10000元，在获得第一次
补助金（以基金会救助时间为
准）之后可申请第二次补助。

三、救助流程
1.患儿法定监护人提交救

助申请表；
2.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1）法定监护人身份证和户

口簿的原件、复印件；
（2）疾病诊断和治疗材料：
门诊治疗：门诊病历、疾病

诊断证明；
住院治疗：住院病历复印

件；
（3）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

我国先天性心脏病（简称
“先心病”）发病率高、危害大，居
出生缺陷首位，占活产新生儿的
6-10‰（8.94‰）。其中复杂危
重型占1/3，会在出生后1年内
因严重并发症而死亡，给患儿家
庭造成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为贯彻《“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
要》精神，落实《健康
儿 童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 年）》，
帮助先心病患儿得
到早期发现、早期诊
断、及时治疗，各级
卫生健康管理部门
非常重视。2012年
国家将先心病作为
首批病种纳入农村
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工作，有效降低患儿家庭经
济负担，对提高治疗效果、降低
死亡率和病残率，改善生活质量
起到积极作用。

我市自2019年1月1日起，
在全市范围内设立14个新生儿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试点机构。
其中烟台毓璜顶医院、烟台市妇
幼保健院/烟台山医院为我市新
生儿先心病诊断机构，筛查阳性
的患儿须转诊到诊断机构进行
进一步的诊治。市卫生健康委
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
在烟台市妇幼保健院/烟台市烟
台山医院），积极稳妥推进全市
先心病筛查工作。

先心病筛查采用听诊器和
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测定仪，对
出生后 6~72 小时的新生儿进
行心脏杂音听诊和经皮脉搏血
氧饱和度测定，无创伤、无痛
苦。筛查阳性者，1 周内要到诊
断机构进行超声心动图诊断。

据统计，2020年上半年全
市筛查试点机构累计为14712
名新生儿进行了新生儿先天性
心脏病筛查，占试点机构活产数
的 77.8%，共筛查出阳性患儿
358例，超声确诊133例。

烟台市妇幼保健院/烟台山
医院保健专家提示：先天性心脏
病要做好三级防控。

一级预防：即孕前-孕早期保
健。在胎儿心脏形成之前，从病因
着手，预防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

二级预防：即产前-围产期
保健。在胎儿时期发现先天性
心脏病，给予适当的干预以改善
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的预后或选
择终止妊娠。目前，先天性心脏
病的产前诊断主要依靠胎儿超
声心动图。

三级预防：即新生儿-婴幼
儿-儿童保健。在出生之后，早
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先
天性心脏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