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许守年 记者张鹤）针刀作为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简、便、验、

廉等特点，深受基层医生喜爱。近日，省中医药学会针刀专业委员会为了将针刀作

为中医药适宜技术在全省推广，组织了数名针刀专家走进集安市，开展相关培训和

义诊活动。

在集安市中医院举办的针刀适宜技术培训班上，来自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

医院、省中医药科学院附属医院、松原市中医院等医院的多位专家，分别以《针刀治疗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针刀医学在中医骨伤领域的应用》《颈椎病的针刀治疗》等为题，

带来了精彩讲座。来自全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医疗机构的近100位医务人员

参加了活动。

培训班结束后，专家们又前往集安市清河镇中心卫生院开展了义诊活动。他们

对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查体辨病，针对骨性关节炎、腰颈椎疼痛等常见病、多发病进

行了针刀、温针灸、远端取穴针灸等治疗，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针刀专家走进集安普及适宜技术

秋冬季为何呼吸道传染病高发

一是由于开窗通风时间变短。冬季天气寒

冷，大家会减少开窗时间甚至不开窗，同时人们室

外活动时间缩减，这就格外增加了疾病传播几率；

二是因为冬季呼吸道黏膜抵抗力下降。受

冷空气、干燥空气及雾霾、烟尘影响，呼吸道黏

膜可能出现局部缺血、营养障碍等情况，使人体

防御机能降低，同时秋冬季发生呼吸道感染的

频率比较高，感染细菌或病毒使呼吸道黏膜受

损，又增加了其他病原体“趁虚而入”的机会。

秋冬季哪些疾病常“出没”

秋冬季常见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有流行性感

冒（流感）、猩红热、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

水痘等。

引起呼吸道传染病的病原体主要有两大

类：一类是病毒，如流感及副流感病毒、呼吸道

合孢病毒、麻疹病毒等；另一类是细菌，主要有

百日咳杆菌、白喉杆菌、脑膜炎双球菌、乙型溶

血性链球菌、结核杆菌等。

恼人又可怕的流感

流感是冬季最常见的由流感病毒（主要

是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呼吸道

传染病。它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也可

通过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

传播。

流感的常见症状包括：高热，体温可达39℃

至40℃；同时伴有呼吸道咯痰症状，如咳嗽、流

鼻涕，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伴有全身肌肉酸痛。

流感和普通感冒有一定区别：病原体不同，

普通感冒常由于受凉或鼻病毒、冠状病毒、细菌

等病原引起；普通感冒全年散发，流感多发于秋

末冬初季节；流感传染性较强，普通感冒没有明

显的传染性；临床表现不同，流感可能会有并发

症，普通感冒没有较严重的并发症；治疗方法也

不同。

一旦感染流感，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如患者有

高热不退、全身肌肉酸痛等症状，需尽早到医院就

诊，以确诊是否是流感病毒感染。如果确实是感

染流感病毒，目前的特效治疗方法是在发病36小

时至48小时内，尽早服用奥司他韦。

儿童出现呕吐、腹泻也可能是感染流感

得了流感的儿童常表现出无欲、肌肉酸痛、

高热不退。但个别得了流感的孩子会先表现出

呕吐、腹泻等疑似消化道系统疾病的症状。秋

冬季出现消化道症状的孩子，建议及时到医院

就诊，进行流感病毒采样，半小时出结果。一旦

确诊，服用奥司他韦，效果非常理想，不要因为

判断错误延误病情。

这些人群要格外警惕

儿童、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

病患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人群容

易患呼吸道传染病。

其实，普通人对多数呼吸道传染病普遍易

感，有的人在感染过某种传染病后可以产生持

久的或持续一段时间的免疫力，或者通过接种

疫苗获得一定免疫力。

日常生活怎样预防

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空气或飞沫传播，

所以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

气新鲜，并做好室内外环境卫生清扫；根据天气

变化适时增减衣服，以免着凉；避免到人群聚集

和空气密闭场所，必要时可佩戴口罩；养成勤洗

手、不随地吐痰的卫生习惯；多喝水、多锻炼，注

意饮食平衡和劳逸结合，提高自身免疫力；幼

儿、年老体弱等人群建议尽早接种疫苗；一旦出

现发热、头痛、咳嗽、出疹等不适症状，要及时佩

戴口罩到医院检查；发现短期内多人出现相同

或类似症状时，要及时报告至属地疾病预防控

制部门。

他是在医学上永不止步的攀登者，他是给失望者带

来希望、给绝望者带来新生的使者，他就是吉林市附属医

院影像学首席专家、院长张铎。24年来，他默默耕耘，始

终把自己的理想信念根植于医疗事业中。

“家那边的医院给我诊断是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

液肿瘤，实际上是胰腺黏液性囊腺瘤，幸亏又找到了

张院长给我会诊，及时治疗，我的病才没耽误。”75岁

的老人提起张院长，眼含热泪。24年来，像这样的患

者张铎遇到太多了，“与德为临，厚朴行医”是张铎的

行医准则，他以高尚的品格和无私的奉献获得了病人

的信任和赞誉。

“救死扶伤”是医者仁心，面对患者，张铎做出的每一

个诊断，都不曾有丝毫懈怠。这些年来，他每天有三分之

二的时间都在医院、阅片室，忙起来几天几夜不能回家。

很多人都问他，已经是院长了，还用这么拼吗？他回答

说：“医者责任重于泰山，错诊误治会加剧患者的痛苦，

只有视患者的生命为自己的生命，才能无愧于医者的天

职。”

张铎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对于医学研究他

精益求精。近年来，张铎率先开展了分子影像学研究、

全身各部位的低辐射CT检查、脑肿瘤周围水肿磁共振

DWI与DNA异倍体的研究等多项新技术和新项目，均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为了实现医学影像中心技术与国际接轨，张铎多

次前往北美、欧洲进行学术交流，并得到了业界的认

可，收到多家医疗机构的聘请。然而，面对优厚的待

遇，张铎都婉言谢绝了。通过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切

磋，张铎的业务能力有了更大的提升，取得了多项医学

成果。其中利用PET/CT影像手段，从活体生物功能角

度阐明糖尿病脑病发病机制及APP17肽改善糖尿病脑

部糖代谢机制研究，分别获2014年、2016年吉林省科技

进步二等奖；全身各部位的低辐射CT检查获中华放射

学杂志主办国际CT低剂量技术应用一等奖，在北美放

射学会（RSNA）上进行交流。近五年，张铎中标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科技部支撑项目2项，吉林

省科技厅、教育厅、卫生厅等课题12项，吉林市重大民

生科技项目1项。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吉林省科技进步

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吉林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发表学术论文20篇，其中SCI、EI检索论文7篇。主编

专著2部，参编国家卫生计生委“十二五”规划教材《医

学影像学》1部。

在张铎看来，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医院水平的根本。多年来，他带领医学影像

中心的全体医护人员勇闯难关，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项目，使医学影像中心成为医院

的龙头科室。他经常走访患者，在他的带领下，全院形成了和谐的医患关系，并促进

医院整体医疗水平有了飞跃——手外科创造了十指再植成功的奇迹；胸外科直视手

术再创佳绩；妇产科完成巨大子宫瘤切除术；3D打印假体植入技术、CT MRI、超声影

像诊断等技术得到了患者的赞誉。大部分科室的技术达到了国内知名、省内领先、

地区权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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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晓静 实习生刘奥琪）记者从省

科技厅了解到，省科技厅通过做足服务企业的“加减

法”，以“深化质量年”为主题扎实组织好全年认定工

作，促进全省高新技术企业提质增量，取得较好成

果。今年我省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共认定662户，

同比增长82.37%，高企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省科技厅全面落实科技部关于高企高质量发展

的精神，秉持服务企业发展的初心，想办法、出措施，

全力谋划高企认定工作新思路。

一是走出去，做好贴近服务的“加法”，提升企业

自主创新意识。省科技厅联合省税务局先后在九市

（州）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研发费加计扣除政

策培训班”两批共16期，企业负责人、基层科技管理

人员近4000人次参加了培训，实现全覆盖、零距离

为企业服务，提升我省企业高质量发展意识和能力。

二是请进来，做好部门协调的“加法”，促进多部

门协同服务。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召开多

次协调会，合力谋划，提早发布《高企认定工作通

知》，将高企认定次数由全年1次改为2次，增加出具

专项报告资质机构的数量，在原有95家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专项报告基础上，新增21家税务师事务所，

为企业提供更优质服务。

三是敞开门，做好政策解读的“加法”，提高政策

内涵理解度。充分利用QQ群、微信群，并向社会公

布工作人员私人电话，提供全天候咨询服务，“敞开

门”咨询、“迎进来”解答，组织专家对有需要的地区

开展申报前预审，为企业提供“零公里”上门服务，做

到“手把手”教企业填写材料，加大企业对政策的理

解深度，让企业拥有获得感。

四是“瘦好身”，做好申报材料的“减法”，减轻

企业申报材料负担。将《认定办法》中没有明确要

求，但为了方便审查而让企业提供的“技术领域的

情况说明”和“应含有参加项目人员信息”的两项

内容删除，将企业需提供的纸质申报材料由原来的

5份逐步减少至2份，提高企业申报质量，减轻企业

负担。

五是强筋骨，做好认定程序的“减法”，提升高企

认定工作效率。组织编写申报材料参考样本，指导

企业规范填报，积极帮助企业采取补救措施，解决企

业在申报中遇到的问题。开发高企认定《自动打分

系统》《自动统计系统》，降低了工作强度，提升了工

作效率，提高认定通过率。

六是细调研，做好制约高企发展问题的“减法”，

强化惠企政策扶持。从政策沿革、经济环境、企业发

展、亮点工作、难点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调研。针

对调研出的问题，从夯实企业申报基础、提升认定管

理工作水平、促进高企提质增量3个方面拟定12条

政策措施，夯实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基础。

下一步，省科技厅将积极同全国高企认定办沟

通，保持政策贯彻落实的一致性；继续加强学习兄弟

省份先进经验，提升认定管理工作水平；持续开展政

策宣传，促进惠企政策落地；制定高企扶持政策，引

导企业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全省有效期内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达到1428户，今年第2批认定工作正

在审查过程中，预计到2020年初将实现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倍增的目标，有力促进企业发展更上新台阶，

助力我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我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今年第一批认定662户 同比增长82.37%

30个月大的孩子，本应是无忧无虑，围在父母身边开心玩耍，但日前长春市儿童

医院重症监护室里，却有一名全身特重度烫伤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要忍受刺骨的伤

痛，而这一切都因为家长的疏忽。

近日，30个月大的强强（化名）被紧急送进急诊科。家长说，孩子不小心掉进了

煮面条的锅里。

据该院烧伤科主任康生军介绍，强强送到医院时，情况非常危险，除了头部和右

手臂，小小的身子几乎全被烫伤。“烫伤面积达60%，其中深II度烫伤面积达40%，浅

II度烫伤面积达20%，属特重度烫伤。”

接诊后，长春市儿童医院相关科室立即对强强进行一系列紧急救治，包括清理创

面、吸氧、建立静脉通路、补液、纠正休克及离子紊乱、抗炎对症治疗等。

次日，强强被转入重症监护室。她的病情牵动着所有医护人员的心，进入重

症监护室72个小时内，医护人员24小时轮流守护，一分钟都没离开过人。重症

监护病房护士长祝丽丽说，强强被安排在正压病房，由专人护理，集中操作，保证

各项操作无菌，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尤其是体温和血压的变化，每小时准确记录

出入液量。

为帮强强减轻换药时的痛苦，除给她用了止痛药外，护士们还轮番上阵，和她聊天、

给她讲故事、一起听音乐看动画片，用各种办法分散她的注意力，尽量减轻孩子的疼痛。

日前，从医院传来好消息：经多学科协作救治，强强已脱离危险期，再过几天可转

到普通病房。不过，后续还有一系列治疗需要强强勇敢面对。

强强的家长告诉记者，他们老家在甘肃，目前在长春一家面馆打工。因为经济条

件不好，强强一家连当天的抢救费都没交齐。长春市儿童医院领导了解情况后，当天

为强强办理了绿色通道，同时，医院儿童救助管理办公室还帮助他们申请了“向阳花

少儿医疗救助基金”，尽力帮这个家庭减轻负担。

面对这样的惨剧，康生军主任提醒广大家长：照护孩子，一定要精心再精心。

一旦孩子出现烧烫伤，紧急处置要遵循“冲脱泡盖送”五字诀。具体来说，冲的目的

是降温，需将患处放在水龙头下，用缓慢的水流冲伤处20分钟；脱是要家长小心除

去孩子衣物，若患处与衣物黏在一起，不要强行剥脱，有水泡也尽量不要弄破，减少

感染机会；泡的目的仍是降温，浸泡的水必须保持清洁；盖是要用清洁敷料盖于患

处，同时注意给孩子保暖；最后是送，尽早将患儿送至专科医院进行救治，运送过程

中注意保暖。

烫伤宝宝抢救记
本报记者 宋育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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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媛 长春市疾控中心传染病控制

科科长

李洪霞 长春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本栏目与省科学技术协会合办本栏目与省科学技术协会合办））









舞叶秋风落尽时，岸榛浮雪玉盈枝。根据往年经验，进入秋冬季后，一些

传染性疾病又会有抬头之势。那么哪些疾病属于秋冬季重点传染病，我们又

该如何防控？本期《求证》专家就将为您科普秋冬季传染病那些事儿。

如何预防秋冬季常见传染病如何预防秋冬季常见传染病如何预防秋冬季常见传染病如何预防秋冬季常见传染病
本报记者 宋育欣

肠道传染病有哪些

肠道传染病主要包括霍乱、伤寒、副伤寒、痢

疾、甲型肝炎、戊型肝炎、手足口病。除以上法定

传染病外，婴幼儿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诺如病

毒感染性腹泻在秋冬季节也很常见。

肠道传染病如何传播

肠道细菌和病毒的传播途径非常广泛，既可

通过食物传播，也可通过水传播，还可通过人与

人的密切接触传播。部分细菌、病毒感染人体

后，若治疗不及时，可能引起严重的并发症，甚至

导致死亡。

什么是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是由诺如病毒引起的

腹泻，具有发病急、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等特

点，是引起非细菌性腹泻暴发的主要病因。

它的传播途径主要是肠道传播，可通过污染

的水源、食物、物品、空气等传播，常在社区、学

校、餐馆、医院、托儿所、养老院及军队等人员密

集机构引起集体暴发。

尤其要提醒大家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和

饮料都极易被诺如病毒污染，例如从污染的水中

捕获的牡蛎，色拉和冰冻水果在来源地被污染等

都会引起群体性感染。

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有哪些症状

该疾病潜伏期多在24小时至48小时。感染

者发病突然，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发热、腹痛

和腹泻。儿童患者呕吐普遍，成人患者腹泻为

多，24小时内腹泻可达4次至8次，粪便为稀水便

或水样便，无黏液脓血。原发感染患者的呕吐症

状明显多于续发感染者，有些感染者仅表现出呕

吐症状。此外，也可见头痛、寒颤和肌肉痛等症

状，严重者可导致脱水。

如何预防诺如病毒感染

由于诺如病毒感染病是一种常见的肠道传

染病，易在人群密集场所发生局部聚集病例。应

当按照以下方法预防：

（1）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

（2）不吃生冷食品和未煮熟煮透的食物，减少外

出就餐，特别是减少在无牌无证街边小店就餐几率；

（3）尽量减少外出和参与大型活动，杜绝传

染渠道；

（4）一有情况，立刻就诊，并报告所在单位、

社区；

（5）加强以预防肠道传染病为重点的宣传

教育，提倡喝开水，不吃生的或半生的食物，生

吃瓜果要洗净，饭前便后要洗手，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

·呼吸道传染病篇

·肠道传染病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