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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毕雪 通讯员李仁伟 田宏）
近日，为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修养和党

性修养，镇赉县卫健局组织召开了“坚持标本

兼治、推进以案促改”工作教育会。

局机关党员干部在会上学习了白城市、

镇赉县“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改”有关

文件精神，并通报、分析了沿江镇卫生院原院

长肖某违纪案件。局党组成员要求大家要引

以为戒，坚定理想信念，强化执纪监督，严格

按照上级要求做好以案促改工作。

通过警示教育活动，全体党员干部表示，

将时刻警钟长鸣，勤奋做事，廉洁做人，努力

服务社会。

以案促改

本报讯（记者张鹤）近日，长春金融高等

专科学校新校区建设项目在长春莲花山生态

旅游度假区奠基。

根据规划，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新校

区建设项目选址位于雾开河大街以东，雾一

路以南，丙一街以西，国色天莲项目以北。

总占地面积60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25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科研楼、图书

馆、实验实训中心、教学综合楼、食堂、学生

宿舍、后勤服务中心和校医院、商业服务中

心等建筑。经过两年多的规划设计、立项审

批，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莲花山新校区建

设项目已进入工程施工阶段，预计2020年

12月完成主体工程封闭，2021年9月整体搬

迁入驻。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新校区是首个落

户莲花山的高校项目，不仅会为莲花山带来

兴旺的人气和活力，更会为莲花山发展相关

产业带来巨大的专业人才保障、产业生态支

撑。

新校区奠基

本报讯（记者
陈淼）日前，吉林省

光学学会携手长春

中国光学科学技术

馆成功举办了主题

为“追光者、逐梦

人，走进光学科技

馆，畅游七彩新世

界”的在线直播活

动。本次直播为吉

林省光学学会推出

的新系列“集光荟”

活动拉开了帷幕。

本活动依托目

前高度聚集多元文

化社区的视频平台

“哔哩哔哩”，与全

网的光学科技从业

者、爱好者、学者和

广大群众进行在线

科普、学习、交流与

互动。采用创新灵

活的开展模式，在

展现艺术之美的

同时，讲授光学知

识。据统计，首次

直播全网有1.7万

余名网友在线观

看。直播结束后，

全程视频分享到

网络平台，满足未

观看直播群体的

需求。

本次直播邀

请了科技馆的OMI

乐队演奏了 4 首

经典的乐曲《云宫

迅 音 》《Victory》

《巴比伦河》《通天

大道宽又阔》，演

奏过程中讲解了

光学乐器发声、发光原理。本套光学乐器

由科技馆自主研发设计，将先进的光学技

术与音乐艺术完美结合，用寓教于乐的方

式让观众在欣赏演奏的同时学习其中的光

学原理，营造了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观

众对此次直播赞不绝口，感叹光学乐器的

奇妙，感慨光学智慧的伟大。大量网友通

过弹幕留言和提问等方式第一时间畅所欲

言、各抒己见。

省光学学会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续

开展科普主题活动及学术沙龙论坛等系列

活动，广泛动员、吸纳社会各层面的光学爱

好者与专业人士，促进我国公民光学知识

快速稳步提高，创造光学领域的合作机遇，

为光学科学学术发展与社会经济建设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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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援疆、技术扎根，融入情怀、弘扬中医”，这是4月3日

翟宏业赴疆登机时在微信中写下的一句感言。转眼，翟宏业在

新疆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医院开展援疆工作已两月有余。针刀

授业、学习方言、诊疗带教……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当时

的诺言，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认可与赞誉。

翟宏业，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副主任医

师，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分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医药

学会针刀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

医院康复科副主任。2019年底，按照我省援疆工作要求，组

建第 4 批援疆医疗队，支援新疆阿勒泰地区医疗事业发

展。当翟宏业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请缨，向院党委报名援

疆。2020 年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

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原计划 2月 20 日赴疆的行程被搁

浅了。1月 26 日也就是大年初二，翟宏业认识到疫情的严

峻性，立即回到工作岗位，根据医院统一部署和要求，及时

对科室值班人员进行调整，组织医护人员参与到预检分诊

组，协助医务科、感染科对医务人员开展自我防护、疫情防

控培训等工作。

4月3日，按照援疆前方指挥部的指示要求，翟宏业跟随我

省第4批援疆医疗队进驻到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医院，任哈萨克

医医院康复科副主任，负责康复科和传统医学科的诊疗、带教等

工作。

哈萨克医医院成立于1985年，是一所以哈萨克医为主的地

区级二级甲等民族医医院。康复科和传统医学科是该院的两个

主要科室，有70余名医护人员，开放150张床，承担着阿勒泰地

区大部分农牧民的民族医诊治任务。

因当地患者多为牧民，语言沟通成为最大障碍，翟宏业便主

动找该院医生一句一句地学，以尽快掌握日常用语和医疗术

语。自5月7日开诊以来，翟宏业日均治疗患者10余人次，每周

二传统医学科查房，周四康复医学科查房。

这里的牧民患骨伤、风湿病、类风湿、纤维肌痛综合征、高血

压病、皮肤病居多，其中风湿骨病的治疗与康复方式仅限于传统

的哈萨克医疗法，治疗效果不佳。由此，翟宏业想到了拿手绝活

——针刀医学。针刀因具有简、便、验、廉等特点，深受基层医生

喜爱，也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

张伟是一名阿勒泰吉木乃县边防战士，于5月7日在执勤时

腰扭伤，转诊到阿勒泰哈萨克医医院。张伟说扭伤后不能行动，

不能平躺位，晚间只能俯卧位睡觉。

经翟宏业诊断，张伟属急性腰扭伤，筋膜或韧带等软组织急

性撕裂。翟宏业施针刀及辅助疗法，经过4次治疗后，张伟的腰

伤治愈了，并能进行轻微活动。

为感谢翟宏业，5月22日，他特地请人做了一面锦旗，上面

写着“雾凇岐黄肝胆义 雪都悬壶仁者心”，并驱车从200多公里

外的吉木乃县亲自送到翟宏业手中。而此时，距翟宏业在阿勒

泰正式开展诊疗工作仅仅两周。一面锦旗说明不了什么，但却

意味着吉疆两地人民情义的迅速而深入的融合。

为使医疗援疆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技术扎根”，给阿勒泰

地区卫生事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翟宏业申请成立了吉林省中

医药学会阿勒泰地区哈萨克医医院针刀医学工作站。工作站已

于5月3日挂牌，远程会诊教学平台经审批也已通过并投入使

用，目前工作站与远程会诊平台联合开展了针刀教学、学术研讨

以及学术交流，真正实现了“实地与远程、线下加线上、专家带骨

干、师傅带徒弟、团队带团队”的多维度支援模式，使“单兵作战”

转变为学科式、组团式支援。

这就是翟宏业，团结当地群众，提升地方医疗服务水平，为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的新疆贡献着自己的微薄之力。

让针刀医学扎根边疆
——记吉林省第四批援疆医疗队队员翟宏业

本报记者 张添怡

七、甲减如何治疗

何泽：
一、西医治疗
1、一般治疗
注意保暖，避免感染等各种应激状态。有贫血者可补

充铁剂、维生素B12和叶酸，缺碘者应补碘。

2、药物治疗
甲减替代治疗总原则是个体化、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增

加剂量、达到有效剂量后长期保持。主要采用左甲状腺素

(L-T4)单药替代治疗，L-T4治疗的剂量取决于甲减的程

度、病因、年龄、特殊情况、体重和个体差异。甲状腺功能完

全缺失，如甲状腺全切术后、放射碘治疗后、中枢性甲减患

者，替代剂量较高；甲状腺功能部分减弱，如自身免疫性甲

减和亚临床甲减，剂量较少。应用药物治疗后，需4-8周进

行一次血清TSH监测，指标正常后，可放宽至半年进行复

查。

部分患者处于亚临床甲减阶段，如控制不佳会发展为

甲减或引起代谢异常。针对此类患者可遵循以下两点：（1）

重度亚临床甲减(TSH>=10.0mIU／L)的患者，建议予L-T4

替代治疗，治疗的目标与甲减一致；（2）轻度亚临床甲减

(TSH<1O.0 mlU／L)患者，如果伴有甲减症状、TPOAb阳性、

血脂异常或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应予L—T4治疗。所有

患者在治疗中，都需监测血清TSH，以避免过度治疗。

甲减的治疗以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为主，但是尽管甲

状腺功能达到治疗目标，但在改善患者症状方面仍有不理

想之处。故临床上多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多层次、多范

围、多维度地进行治疗，且效果较好，易为大家所接受。

二、中医治疗
1、辨证论治
对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治疗，中医主要以辨证论治

为主。根据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有嗜睡、犯困、乏力、疲

倦、水肿、怕冷、手脚凉等症状，有如“脉微细，但欲寐”的少

阴病。结合经典古籍推之甲减多为阳虚，故应温经通阳。

针对这些表现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桂枝汤、当归补血汤

等，可以有效地改善症状。

桂枝汤

桂枝汤是一个经典药方，主要成分有桂枝、白芍、甘草、

生姜、大枣等等，可以很好地温经、通阳，改善临床症状。

当归补血汤

该方由黄芪和当归组成，主要成分是当归和黄芪。当

归补血活血，黄芪健脾益气，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

动血行，血能载气，二者相需，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可

有效改善甲减患者的临床症状。尤其是女性患者。

2、具体的中医药膳：

（1）芡实苡米饭：鲜山药、莲子肉、薏苡仁各15克，粳米

150克，红糖、大枣适量。芡实、鲜山药、莲子肉、薏苡仁、大

枣洗净蒸熟，加粳米和水，煮40～50分钟即成。食前拌入

红糖适量。以健脾补肾。

（2）血藤煲乌鸡：鸡血藤25克，乌骨鸡250克，葱、姜、

盐、味精适量。将鸡血藤煎煮取汁弃渣，乌骨鸡切块，将鸡

块及药汁放入锅中加适量水，加入葱白、姜片，炖至熟时，加

盐调味，再至烂熟即可。食肉喝汤，以益气补血。

（3）羊肉适量，加肉桂、寇仁、茴香、生姜、酒等调料煮熟

食用。有温补脾肾作用。

3、除此之外艾灸、温水泡脚也可以帮助甲减患者温通经

脉，改善虚寒体质；泡脚在温水的帮助下会促进脚部甚或下肢

的血液循环。灸法可用于足三里及神阙穴等。

泡脚方
将艾叶10克、川芎10克、川椒6克、透骨草10克。放入

药包中，加大量水煎煮，再倒入盆中泡脚。可以温经散寒。

八、甲减能自愈吗

何泽：甲减到底能不能自愈，这也是在临床上面经常有

患者会问到的问题，其实甲减有一部分是可以自愈的，例如

病毒感染引起的亚甲炎，治疗后，随着病情的逐渐好转，感

染消失，甲功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也有桥本甲状腺炎所致甲减自发缓解的报道。其他类

型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一般是需要终生用药的，但是只要我

们积极坚持药物治疗，使指标达标，并通过中药改善患者不

适症状，我们依旧可以乐观的生活。

九、有妊娠需求或已经怀孕后发现甲减
的女性应该怎么办

何泽：控制目标：
1、甲减的育龄妇女，如果TSH>4.0mIU／L，需先用L-T4

将TSH调至4.0mIU／L以下后再怀孕，最好是<2.5mIU／L。

2、如果怀孕后发现甲减的女性，而且TSH>10mIU／L，

首次L-T4可用2.0～2.5ug／kg，2周后根据甲状腺功能调

整用量，争取在怀孕12周内将TSH降至2.5mIU/L以下。

3、产后的女性甲减患者，适当将药物剂量调至孕前水

平，并在产后6周进行甲功的检查，及时调整剂量。

其次：宝宝出生后要采足跟血筛查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

退。采血应当在宝宝出生后2-7d进行，在出生后2-4d内为

宜。如筛查阳性的立即复查血清TSH、FT4。

十、甲减的人会胖一辈子吗

何泽：不会的。甲减患者体重增加有两点因素:①甲减

可以导致水钠潴留。正常人饮水后，4小时以内就会把50%-

60%的水分通过泌尿系统排出体外，由于甲减患者体内抗利

尿激素不适当地增多，把这些液体存贮在体内，导致体重增

加。②进食少但体重增加。甲减患者一般有肠道水肿，肠道

蠕动减慢，基础代谢减慢，虽然进食少、食欲减退，由于代谢

降低，仍然可导致脂肪存积。那么有什么办法减重吗？中医

认为治病必求于本。一方面可以使用左甲状腺素钠片来补

充甲状腺激素。使甲减改善，另一方面可以用中医的辨证论

治来给患者开中药汤剂来增强疗效。相互配合使体重减轻。

十一、甲减患者日常生活中应当注意些
什么

何泽：
1、饮食要注意

甲减患者需要做到碘适量忌油腻。首先不要盲目

补碘，不是所有的甲减患者都需要进行碘的补充。如

果是因为单纯缺碘引起的甲减（如地方性甲状腺肿），

是需要适当补碘的。但是随着碘盐的逐渐普及，这种

患者已经不常见了，如今大多患者由于桥本氏甲状腺

炎引起的甲减，其病因与自身免疫功能的紊乱相关，这

类患者不但不宜大量补碘，还需要注意碘的摄入量，高

碘会诱发自身免疫甲状腺炎的加重，所以对于桥本氏

甲减患者应当适碘饮食。其次由于甲减患者胃肠功能

减弱，不容易消化，容易出现腹胀等问题，饮食宜清淡，

避免油腻以免加重胃肠负担。

另外甲减患者需要多食温补，少食寒凉。中医传统

理论认为，阳气具有温机体，促运行的作用，阳虚则寒，

甲减患者多喜热怕冷而乏力，属于阳气不足的表现。

故宜吃些温补类食物，如羊肉、韭菜、山药等。现代医

学也证明，甲减患者做到低盐低脂、高纤维、高蛋白饮

食。甲减患者易伴有血脂异常，故要少吃油炸、内脏、

肥肉等高脂肪食物，食用油控制在 20g以内；高膳食纤

维食物，如韭菜、山药、杂粮等等，可促进胃肠蠕动，防

止便秘；由于胃肠道吸收不良，需进补优质蛋白的食

物；许多患者有黏液性水肿，所以需要限制盐的摄入，

防止水肿加重。

除此以外，还要适当少吃致甲状腺肿的食物，如十字

花科的蔬菜：卷心菜、西兰花、花椰菜、萝卜、白菜等。十

字花科蔬菜中含有的硫苷类在人体内水解成硫氰酸盐

后，可竞争性抑制甲状腺对碘的吸收，从而使甲状腺激素

生成障碍，引起甲状腺肿大，甚至甲减。这种情况大多发

生在血浆中硫氰酸盐浓度较高的时候，大多数地区的人

都低于此值。但以下几点会导致硫氰酸含量增加：（1）不

要短时间大量食用；（2）尽量不要与水果同食；（3）大量吸

烟；（4）缺碘的患者尽量少食用。

2、运动要适宜
中医讲人与四时相应，顺应自然界四时变化才可以达

到阴阳平衡。甲减患者身体产热下降，免疫力和抵抗力相

对较差，所以在冬季一定要做好保暖，预防感冒。冬季主

“藏”，古书提及：“早卧晚起，以待阳光”，冬季寒冷，早晚更

甚，所以甲减患者不适宜冬天太早或太晚出去运动。适当

运动益于通畅经络气血，增强抵抗力，但是也要注意防止运

动过量过猛，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好发的季节，注意保暖。

运动前在家中先搓搓手脚，促进循环。中医学认为，阴

经阳经等十二经脉多在手指处交会，手上有许多穴位，经常

搓揉按摩不仅可活动关节，有利气血经脉通畅，升提阳气防

寒保暖，还可以帮助甲减病人缓解手胀、晨起手指关节僵硬

症状。

3、心态要调整
甲减患者需要常年服药，心理负担重，又或未能及时

就医，缺少养生保健的知识，更是由于疾病的问题，常会

出现情绪低落、焦虑、烦躁等问题，最终可能引发抑郁症，

甚则出现更为严重的问题，总的来看多为阳虚之势。因

此，甲减患者需要顺应季节，勿使情志过极，伤及脾肾阳

气。控制情志活动，多晒太阳，保持心态平和，遇事含而

不露，避免烦扰，使体内阳气得以潜藏，有利于来春的阳

气萌生。适当晒太阳可使人的心情明朗起来，同时可以

对预防骨质疏松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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