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5 月 11 日 星期五 编辑：郝小庆 美编：王宁 HEALTH22-26
健康一周讯

大健康

5 月 2 日，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急
诊神经外科新病房正式启用。

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急
诊神经外科新病房设于济众
楼东下病房，目前开放神经重
症监护床位 22 张，普通床位 6
张。科室拥有有创呼吸机、多
模态监护仪、中心监护系统、
颅内压(脑温)监护仪、床旁超
声、纤维支气管镜、亚低温治
疗仪、血气分析仪、床旁血清
标志物检测仪、双频脑电指数
监测仪、经皮脑氧监测、远程
视频会诊系统等多种先进仪
器。可开展脑出血、重度颅脑
损伤、大面积脑梗死、脑积水
等疾病的外科治疗、神经重症
监护、远程会诊等工作。

据悉，齐鲁医院急诊外科
成立于 2008 年，开展颅脑外
伤、脑出血及神经急危重症的
救治工作。目前已经成为山东
省神经外科急重症专业的学
科领头羊。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谢静

打狂犬疫苗

济南有 81 家门诊

女性肺癌发病率上升，二手烟和油烟或为主因
吸烟是肺癌最为明确的致

病因素，87%的肺癌与吸烟有关。
吸烟人群与从不吸烟人群相比，
肺癌发病率增加20-50倍，而长
期被动吸烟会增加20%-30%的
患病风险。“吸烟是肺癌的高危
因素，但不吸烟也可能会得肺
癌，原因包括做饭的油烟，二、三
手烟以及环境污染等。”马德东
说，我国女性的肺癌发病率在逐
步上升。

被动吸烟吸进的有害物质
比主动吸烟更多。中国疾控中心

控烟办公室的实验显示，香烟点
燃后外冒的烟与吸入的烟相比，
一氧化碳含量高5倍，焦油和尼
古丁高3倍，苯高4倍，氨高46倍，
亚硝胺高50倍，这些物质被不吸
烟者吸入呼吸道后，一样可损害
气管上皮细胞，诱发癌变。数据
表明，如果老公吸烟，老婆得肺
癌的概率较普通人群明显增加。

“饭做完了，我不太想吃
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样说过。
究其原因，就是当油温升到一定
程度时，产生了一种凝聚体，使

人出现“醉油”症状，导致食欲减
退、精神不振、疲乏无力等，医学
上称为油烟综合征。“中国独特
的烹饪方式也是女性肺癌高发
因素。”马德东介绍，油炸或者热
油炒菜的时候，周边空气中的
PM2 . 5能迅速飙升几十倍。女性
在厨房的时间普遍比男性要长，
因此遭受有害气体的危害更大。

此外，马德东表示，吸烟后
遗留在皮肤、毛发、衣服、沙发、
地毯和床具等物品中的三手烟，
也是伤肺的元凶。

胸部CT比胸片更管用，查体时可将胸片替换为胸部CT

近日，济南市新增 5 处狂
犬病暴露处置门诊，分别位于
历下区济南市中心医院、天桥
区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槐荫
区手足外科医院、历城区郭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商河县白
桥镇狂犬病暴露处置门诊。目
前，济南市共有 81 家狂犬病
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另外部分
门诊的电话、地址有变动。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陈彦

生活环境“气质”很重要，建议配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
“不明原因的咳嗽要重视，

当咳嗽咳痰持续2周以上，就要
引起警惕。”马德东说，当呼吸道
症状超过2周，经对症治疗不能
缓解，尤其是痰中带血、刺激性
干咳、胸闷发热或原有的呼吸道
症状加重时，应及时就医。

对于已经确诊的患者，提倡
病患家属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
重视舒缓医疗。马德东表示，病

人自己掌握规划人生的主动权，
比“无知”地生活在痛苦、猜疑、
焦虑甚至抑郁中要强得多。而舒
缓医疗是医学的一个分支，它的
目的不是治愈疾病，而是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减轻患者的痛
苦，主要包括控制疼痛、呼吸困
难等疾病症状，心理方面照顾，
沟通及获得家属的支持与帮助
等几个方面。

“提高生活环境的空气质量
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马德东强
调，除了出门佩戴口罩外，通过
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等方式来
提高生存环境中的空气质量是
非常有必要的。而水果、蔬菜的
高抗氧化营养素可减少DNA氧
化损伤，从而预防癌症，可以多
吃富含维生素C、维生素B2以及
碱性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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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最近发布癌症报告数据显
示，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持
续增高，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
第一位。

“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
与上呼吸道感染、慢性支气管
炎等疾病的症状无明显区别，
因此近八成肺癌患者发现时
已经是中晚期，其中大多数存
活寿命不超过三年。”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
科副主任医师马德东表示。肺
癌的临床表现比较复杂，症状
和体征的有无、轻重以及出现
的早晚，取决于肿瘤发生部
位、病理类型、有无转移、有无
并发症，以及患者的反应程度
和耐受性的差异。

如果肿瘤生长在中央支
气管，可出现咳嗽、痰中带血、
胸闷等症状；如果肿瘤生长在
肺脏的周边，靠近胸膜，则会
引起胸痛、胸闷等不适症状；
然而如果发生的部位远离支
气管和胸膜，往往在肿瘤转移
或局部产生压迫时才会出现
症状，病人发现时就是晚期
了。“多数就医病患都有长期
吸烟史，出现了刺激性咳嗽、
咳嗽带血丝、胸痛发热、血痰、
咯血及胸闷等症状来就诊，而
出现这些症状时，大多也都是
中晚期了。”马德东说，经济发
达地区和烟草种植区域的女
性吸烟率也会更高一些，如青
岛和诸城。

我省妇幼保健
机构将被评级

近日，山东省卫生计生委
发布《山东省妇幼保健机构等
级评审办法(试行)》，对各级妇
幼保健机构的评审工作进行
规范。办法自2018年5月19日起
实施，有效期至2020年5月18日。

《办法》规定，在山东省医
院评审领导小组下设妇幼保
健机构评审办公室，负责组织
全省妇幼保健机构的评审工
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妇幼
保健机构规划级别的功能任
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价，以确定
妇幼保健机构等级的过程。三
级妇幼保健机构的评审由省
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
实施，二级妇幼保健机构的评
审由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
责组织实施。

此外，《办法》还要求新建
妇幼保健机构在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满 3 年方可申
请首次评审，评审周期 4 年。
记者 刘一梦 通讯员 高辉

齐鲁医院神经外科

重症监护室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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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肺癌患者大多是通过
体检筛查出来的。与体检套餐中
常规搭配的胸片相比，胸部CT
检查对发现早期肿瘤更有意义，
也更直接。”马德东介绍，常规的
胸片很难发现肺小结节，而部分
小结节可能就是肺癌肿瘤，胸部
CT可以发现80%的早中期肺癌。
胸片检查对于肺部感染或感冒
发烧的病患更有价值，但无法为
肺癌的判定提供依据，因此即便
发现有疑似病症，也要再做胸部
CT。

“常规体检套餐中不到百元

的胸片检查对筛查肺癌来说基
本没有意义，如果有条件，建议
大家自己补上一两百元的价差，
将胸片检查换成胸部CT，40岁
以上就该进行定期筛查。”马德
东强调，绝大多数的体检套餐中
搭配的胸片分为普通胸片和数
字化胸片，价格在50元到百元不
等，而胸部 CT 的价位基本不超
过 400 元，所以建议大家在体检
前，告知医护人员，进行更换。

“除了胸部CT，对于肺癌疑
似病患，气管镜检查是最有效的
筛查手段。”马德东说，例如中央

型肺癌，最初CT无法显示，需要
纤维支气管镜检查才能发现。此
外，肿瘤标记物的检测费用低、
损伤小，通过检测特异和敏感的
标记物，也可以提供尽可能的早
期诊断和筛查。

此外，许多人对CT产生的
辐射量心有忌惮，马德东解释
道，人体所受辐射量和时间成正
比，随着CT技术的不断优化，现
在扫描的速度越来越快，“做一
次胸部CT检查相当于坐飞机去
一次美国接受的辐射量一样，大
家不必过分担心。”马德东说。

早期基本没有症状，
多数发现时已中晚期

隔记者 刘一梦

近期，国家癌症中心发布2018年全国最新癌
症报告。报告中指出，全国恶性肿瘤2018年新发病例

380 . 4万例，也就是说，平均每天超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
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全国恶性肿瘤中，发
病首位和死亡率首位的都是肺癌，不论城市还是农村，
男性还是女性，肺癌都“通吃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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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东，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副
主任医师，博士后，山东大
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医
学会呼吸病分会青年委员、
睡眠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
结核病分会青年委员，中华
预防医学会呼吸病预防与
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医师协会呼吸分会睡眠呼
吸障碍委员会委员，山东省
医学会医院感染管理分会
内科学组副组长。

擅长慢支、慢阻肺、肺
癌、睡眠呼吸暂停的诊断与
治疗，肺功能监测与远程管
理，肺癌个体化治疗，无创
及有创呼吸机应用及远程
管理。重视呼吸疾病的预
防，在国内较早开展了基于
地理信息系统的呼吸疾病
危险因素分析。

门诊时间：周五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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