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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檀亚楠）日
前，“肝肿瘤早期发现筛查”在
北京启动，特提供免费筛查肝
硬化、肝肿瘤的机会（名额仅限
500 名），重点对病毒性肝炎、脂
肪肝及酒精性肝病，三代血亲
中有肝癌等肝肿瘤的高危人群
进行筛查。

请申请的朋友拨打 010-
87579999 咨询。专家强调，35
岁以上，携带肝炎病毒 5 年以
上人群，需半年查一次肝。研
究证实：根据病毒的发展规律，
携带病毒时间越长的患者，罹

患肝肿瘤的可能性越高。到了
35岁以上，肝肿瘤的发病率，往
往呈快速上升趋势。

专家指出，肝肿瘤大多由
肝炎引起，现在除了乙肝、丙肝
之外，脂肪肝、酒精肝也成为重
要因素，在临床上经常可见家
族性的肝肿瘤的情况。

专家表示，肝肿瘤早期可
无症状，一旦出现明显症状，部
分患者已属晚期。因此，如何
早期预防肝炎，对预防肝肿瘤
至关重要。

免费筛查肝硬化、肝肿瘤
全省仅限500名受益者

自从脊髓灰质炎几乎被消
灭以后，吉兰-巴雷综合征成
为当前全球急性松弛性瘫痪的
最常见原因，并且是神经疾病
的严重急症之一，其主要临床
特征是四肢或颅神经支配肌肉
无力症状。临床诊断多不困
难，但治疗仍以免疫球蛋白为
主，血浆置换可以缩短病程，但
有些病例仍然预后不佳，呈慢
性进展或缓解易复发，常迁延
数月至数年。

20 多年来全国各地的类
似患者来河北以岭医院肌萎缩
科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绝大
部分都收到了良好的疗效。54
岁的乔先生就是一位受益者。
今年 7 月份，乔先生出现双上
肢抬举无力、握力差、双下肢行
走困难等不适症状。于是来到
以岭医院检查，肌电图显示：周
围神经病变，“慢性吉兰-巴雷
综合征”。经一个月的中西医
结合治疗，四肢力量逐渐增加，
四肢活动基本上接近正常，精
神状态好转。

河北以岭医院肌萎缩科主
任李建军表示，特色治疗包括
中成药制剂（参芪强力胶囊、三
黄增力散、桂龙通络胶囊等），
视情况应用西药，配合特色中
医理疗（定向注射+蜡疗、骶管
滴注、养荣生肌膏+超声波透
入等），通过临床观察表明特色
中西医结合治疗优于单独用西
药，一方面可明显改善患者肢
体运动功能，改善感觉敏感度，
提高日常生活能力。另一方面
复查肌电图提示神经传导速度
明显增快，表明综合治疗对患
者运动、感觉神经具有神经营

养和保护作用，可以促进神经
传导。临床观察发现中西医结
合治疗可以降低吉兰-巴雷综
合征患者的后遗症比率，进一
步改善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
的恢复程度，优于单纯西药治
疗。

河北以岭医院肌萎缩科特
色中成药制剂作用以补气通
络,滋润通补为主。经科研药
效学试验表明：桂龙通络胶囊
对大鼠周围神经病变有保护作
用；能抑制大鼠坐骨神经传导
速度的减慢；能减轻其坐骨神
经纤维髓鞘病变发生程度，降
低神经纤维病变发生率，对于
神经纤维的萎缩具有一定的保
护作用。

据悉，河北以岭医院肌萎
缩专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
点专科，中国医师协会渐冻人
救助服务示范基地，二十多年
来该科运用中医学对各种肌肉
萎缩、肌肉无力类疾病进行治
疗，取得较好成绩，尤其是运动
神经元病、肌营养不良、重症肌
无力、多发性硬化、脊髓空洞等
疑难肌萎缩疾病的治疗取得了
显著疗效。

本报讯（记者檀亚

楠）提到慢性病，大家都
会想到高血压、糖尿病、
冠心病，但是你知道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也是
世界公认的四大慢病之
一！在 11 月 15 日世界
慢阻肺日来临之际，石
家庄市多家医院特举办
慢阻肺日活动，以提高
人民群众对慢阻肺的认
识及防治水平。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1 月 15 日 8:30—11:3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将在
医院门诊大厅举行义诊活
动。多位知名呼吸病专家参
加，为慢阻肺（慢性支气管
炎、肺气肿）、哮喘等疾病患
者及家属提供指导，免费检
查肺功能（可预约）、心电图、
血糖。此外，11月13日至11
月 17 日每天中午 13:00-13:
30，该院还将在门诊大厅举

行“慢阻肺健康周”午间讲
堂，由呼吸内科专家讲解关
于慢阻肺的疾病治疗、护理
及肺康复知识。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呼吸
科将于 11 月 13 日 15:00-17:
00在中心院区门诊楼五楼会
议室举行大型义诊讲座活
动，现场进行专家讲座、呼吸
操演练、吸入装置演示及免
费肺功能检查。

世界慢阻肺日，这些医院有活动

本报讯（记者檀亚楠）

为更好地帮助市民了解
健 康 知 识 ，提 高 生 活 品
质，《乐享健康周刊》特开
通“乐享健康大讲堂”栏
目，每周都有省内知名医

院的专家为市民进行健
康讲座。如果您或您的
家人朋友有需求，可以通
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燕都
乐享健康(ydlxjk)进行报
名。

乐享健康大讲堂 精彩继续

石家庄长安医学院
口腔门诊将于 11 月 25 日
（周六）上午 9：00--10：
00 举行爱牙知识公益大
讲堂，报名电话 0311--

86119736，所有听课人员
均可领取爱牙礼包一个，
届时将有专业的口腔医
生为您进行免费口腔检
查。

11月25日
石家庄长安医学院口腔门诊有讲座

本报讯（记者檀亚楠）

2017年11月14日上午，河
北以岭医院将举办大型糖
尿病、糖尿病足讲座、义诊
活动。

9：00—10：00，河北以
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曹
月香，将在以岭医院6楼多
功能厅主讲：糖尿病的综

合管理。
10：00—11：00，河北省

中医防治糖尿病足重点研
究室主任高怀林，将在以
岭医院6楼多功能厅主讲：
糖尿病足的特色治疗。

11:00—12：00，该院将
在门诊一楼阳光大厅举办
义诊活动。

当日免费测血糖；免
费赠送书籍《远离糖尿病》

《糖尿病足的科学防治》各
一本；在义诊活动中对疑
似糖尿病足、糖尿病周围
神经病变者，发放免费检
查卡，做激光多普勒、糖尿
病震动感觉阈值测量等检
查（价值400元）。

河北以岭医院举办糖尿病日讲座义诊

本报讯（记者檀亚楠）11
月 6 日，骨科机器人手术在石
家 庄 市 第 三 医 院 成 功 开 展 。
骨科手术机器人定位精度极
高，实现了骨科手术“精准、微
创、低辐射、智能”的梦想。这
也标志着石家庄市第三医院
骨科手术正式迈入了智能化、

精准化、微创化的机器人手术
新时代。

骨科手术机器人是以机器
人技术为核心、计算机和导航技
术为一体的精准骨科手术治疗
设备，旨在实现常规手术微创
化、复杂手术标准化、关键操作
智能化。

石市三院骨科手术迎来机器人新时代

肌萎缩·专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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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檀亚楠

11 月 16 日 上 午 9：
00，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将在门诊楼五层多功
能厅举办公益知识讲座，
特邀脑卒中门诊马晓伟

主任主讲《季节变换，老
年人如何远离脑卒中》，
肾内二科张丽红主任主
讲《高血压对肾脏病的影
响》。

11月16日医大一院有健康讲座

11月14日上午9:30-
10:30, 河北医科大学第
四医院将在本部放射治疗
楼四楼多功能报告厅举办

“健康大讲堂”活动，届时
内分泌科主任王富军教授
将以《关注女性与糖尿病》

为题，讲解关于女性糖尿
病患者糖尿病治疗和教育
相关知识。14 日下午 14:
00-16:00河北医科大学第
四医院东院将在门诊4楼
多功能厅举办糖尿病讲座
及义诊咨询活动。

11月14日医大四院举办糖尿病日讲座

11月11日上午9:00-
11:30，河北省中医院将在
综合门诊楼5层会议室举

办健康讲座，由该院脾胃
病一科郎晓猛副主任讲解

《冬季进补用膏方》。

11月11日省中医院有健康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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