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5月12日，是世界第105个护士节。为了纪念这个特殊

的日子，弘扬南丁格尔“关爱生命、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展

示我院护士风采， 5月12日下午，我院护理部举办了以“深化优质

护理，改善护理服务”为主题的护理理论知识及操作技能大赛。院领

导、部分医生、全体护士参加了此次活动。

大赛在“护士之歌”诗朗诵中拉开帷幕。

护理部主任郭秀文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总结了过去一

年我院的护理工作，对工作中涌现出的优秀护士长及护士给予充分的

肯定，并寄予殷切希望，向全院护理人员送去诚挚的祝福与关爱。方

岱敏副院长代表医院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了我院的护理工作，对护理

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赞赏，并对护理人员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整个大赛分为护理理论知识、无菌技术操作、静脉输液操作和

心肺复苏操作四个部分，比赛紧张有序，选手们的精彩回答和规范娴

熟的动作，引起全场一阵阵掌声和喝彩。

为充分展示护士的风采，由在南关区应急消毒知识比赛中获奖

的孙莹莹，为大家表演了穿脱防护服，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比赛结束后，由孙建智院长等院领导为获奖者颁奖，并代表医

院对获得长春市优秀护理管理者的王宏波护士长，长春市优秀护士张

桂兰，以及在南关区应急知识竞赛中获得三等奖的孙莹莹进行了表彰。

最后，院党总支书记吴思杰同志作了总结发言，吴书记代表医

院领导班子对此次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许，对在护理工作中，以及

这次活动中护士们的付出和精心准备给予充分肯定，号召全体护理工

作者要发扬南丁格尔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不断进取，为医院的建设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并感谢护士的家属们对护士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此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比赛，更是对护理工作的一次检验，

也是对护理知识、技能难得的学习和演练，让每位护理工作者更清醒

地认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不断提高护理业务水平，传承南丁格尔的

精神，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患者，也将进一步推动我院护理工作再上新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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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四月份以来，校医院全

面开展了在校生体检工作，在保

证正常开诊的情况下，圆满完成

了在校生的体检任务。截止到5

月下旬，我校在校生（含研究生、

博士生）约两万余人进行年度身

体检查，其中二、三年级学生约

11000 余人， 2016 届毕业生约

7000余人，办理教师资格证学生

2557人，教工补检50余人。

校医院在体检过程中，注重

体检环节的合理性及有效性，在

确保学生医疗检查安全的同时，

注重体检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保

障了在校学生的体检工作安全、

高效、有序。

在教师资格证体检过程中，

共发现各类异常人员70余人，校

医院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给予会

诊后，建议到上级医院做进一步

相关检查，并将所有检查结果参

照《2016年国家公务员体检标准

21条》明确是否合格，确保体检

结果的准确无误。

此外，对于年度教职工体检，

校医院积极收集、听取在职及离

退休人员反馈意见，针对上一年

度教职工体检期间，由于上课、

工作繁忙以及外出等原因，未能

在规定时间来医院进行体检的教

职工，医院合理安排给予补检，

并及时将体检报告送至各参检人

员所在部门及院系。

校医院十分重视我校高端人

才的健康保健工作，加强对这一

群体的日常动态管理和指导。目

前，已对在校医院进行身体检查

的十余位高端人才进行了电话随

访，指导检查及用药。随着体检

工作的不断完善，体检随访及咨

询工作将陆续展开。

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纳入国家
免疫规划

学校切实加强传染病防控工作

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免疫策略转换工作

校医院全面开展在校生体检工作

校医院定期举办医疗卫生知识讲座

——东北师大医院举办纪念“5.12”国际护士节

暨护理理论知识及操作技能大赛

五月的天使  别样的情怀

健康专家  慢病防治

吉林省长春市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

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试点工作方案的通

知》（国卫办疾控函〔2015〕504号）精神，脊髓灰质炎灭

活疫苗（IPV）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试点工作，并于2015年

12月起在北京市、天津市、吉林省、湖北省、广东省、宁

夏回族自治区开始实施。

为什么要将IPV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在消灭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过程中，脊髓灰质炎

减毒活疫苗（OPV糖丸）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消灭脊灰

进程到了最后阶段，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在逐渐从全程接种

IPV的免疫程序过渡至IPV/OPV序贯程序。世界卫生组织（简

称WHO）也不再推荐仅接种OPV的免疫程序，建议所有国家

应至少使用1剂IPV，更新脊灰疫苗常规免疫政策。

脊灰疫苗减毒活疫苗（OPV）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

是全球消灭脊灰行动的首选疫苗，但在罕见的情况下可发

生疫苗相关麻痹型脊灰病毒（VAPP）病例和疫苗衍生脊灰

病毒（VDPV）病例。IPV也可安全有效地用于控制和消灭脊

灰，而且一般不会产生VAPP和 VDPV病例。

因此经综合考虑，我国决定将脊灰疫苗免疫程序（2、

3、4月龄、4周岁各口服1剂OPV）中引入1剂IPV，改为

2月龄首剂接种1剂 IPV，3、4月龄及4周岁各口服1剂

OPV，以降低或消除发生VAPP的风险。

 为什么现在引入IPV？

OPV在全球消灭脊灰和我国实现无脊灰的过程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疫苗，在全球消灭脊灰的

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仍不可替代。

随着消灭脊灰进程到了最后阶段，世界上很多其他国

家也在逐渐从全程接种OPV开始引入IPV，WHO也不再推荐

仅接种OPV的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学校卫生

工作条例》及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卫生厅联合

下发的吉教联字[2012]52号文件精神，切实

保障全校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结合我

校的实际情况，学校新成立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领导小组，并修订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预案。学校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主管学校医

疗工作的副校长郭建华亲自主抓，学校党委副

书记、副校长马晓燕亲自主持并布署学生部门

传染病预防工作的落实。校医院领导带领保健

科工作人员到学校相关部门认真调研并落实传

染病防控工作，并就做好学生因病缺勤、学生

晨检、教室宿舍消毒通风等项工作做了详细的

部署。发放了上级相关文件及各项制度、各项

登记本等。

为进一步做好学校传染病防控工作，切实

保障学生安全、教工安全、校园安全等，学校

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切实

将防控工作做细、做实。

一、进一步加强各项工作的检查落实

1.进一步严格检查、落实晨检制度。要

求各学院辅导员、寝室长，每天注意观察、了

解每一名学生的身体状况，重点了解学生是否

具有咳嗽、咳痰、发热、等肺结核可疑症状，

并做好晨检记录。发现肺结核、流感、水痘等

传染病可疑症状者后，立即向校医院保健科报

告， 经 医

院感染科诊

断为疑似病

例或确诊病例

的，医院将立即采取措施，做好隔离治疗工作，

各学院做好情况汇总报告及登记工作。

2.严格落实因病缺课登记和跟踪制度。

对因病请假的学生，辅导员应及时与家长取得

联系，问明病情，并做好跟踪记录。确定或怀

疑为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如实登记并及时报

告校医院保健科，辅导员做好详细的情况登记，

并根据疫病特点，做好跟踪消毒记录。

3.扎实做好教室、宿舍通风和卫生消毒

工作。教室、宿舍的定期通风是减少传染病爆

发的重要环节。各学院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落

实教室的通风、教室日常消毒工作并做好登记。

4.校医院保健科及学校爱卫会、宿舍管

理的相关管理人员将不定期对各学院、学生宿

舍、食堂等进行督导检查。

5.对传染病防控工作不重视、落实不到

位的单位和个人责令其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利

的学校将通报批评以及追究其责任。 

二、切实加强传染病防控宣传教育工作

对学生广泛开展传染病防控知识教育宣传

工作。校医院与学生管理部门一道，通过学生

微信群、网络、报纸、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应

季传染病相关知识及防护措施的教育宣传。引

导学生做好传染病的自我排查，切实保证无传

染病疫情发生。  

长春市已从2016年 5月1日起实施新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免疫策略，停用三

价脊灰减毒活疫苗(tOPV糖丸)，用二价脊灰减毒活疫苗(bOPV)替代，并将脊灰

灭活疫苗（IPV）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调整后，适龄儿童应接种4剂次脊髓灰质

炎疫苗，即“1+3”。其中2月龄接种1剂次IPV，3月龄、4月龄、4周岁各接种

1剂次bOPV。

为什么“糖丸”改用“滴液”？

导致脊髓灰质炎的病毒分为I型、II型和III型三种类型，以往给宝宝接种

的糖丸是包括这三个类型的疫苗毒株。通过糖丸的广泛使用，II型脊灰野毒株在

1999年已经不存在了，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也证明了全球已经消灭了II型脊髓

灰质炎，所以再服用II型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的意义不大。所以我国及时调

整了脊灰疫苗免疫策略，新策略的实施既有助于减少脊灰减毒活疫苗所致的相关

病例的发生，同时也可有效降低脊灰野病毒输入和传播风险。

关于初次进入大家视野里的二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bOPV），其特点如下：

1、二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bOPV）是口服液体滴剂，滴液里只含有2

种脊灰疫苗病毒。

2、滴液含有一种稳定剂硫酸镁，颜色非常漂亮，呈橘红色。

3、与糖丸不同，滴液是苦的。

4、滴液服用后不会出现呕吐的情况，操作起来效率更高。

5、接种滴液需要借助滴管，每次接种滴2滴，剂量为0.1毫升。

6、滴液可以大大降低严重不良反应引起残疾的概率。

为全面提高校医院医护人员

的业务能力，营造良好的学习、

科研氛围，同时，在全院人员中

更好地普及公共卫生知识，随时

应对突发的医疗公共卫生事件，

校医院组织院内外专家，定期开

展医疗卫生知识讲座。

2016 年 4 月 20 日，我院外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于相浩讲

授《痔的诊断治疗》。

2016 年 4 月 28 日，由中

国环境健康与卫生安全促进会

讲师讲授突发事故公共卫生安

全事件的自救互救知识、雾霾

（PM2.5）的危害及防护知识、

常见职业性疾病的预防改善及

亚健康综合治理、中国公民健

康素养 66 条及食品卫生知识安

全及粉尘、噪音及机械性损伤

引起的危害等。

2016 年 6 月 3 日，我院感

染科副主任医师张维静讲授霍

乱、手足口病、结核病等传染

病防控的相关知识。

二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三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疫苗（糖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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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感冒勿滥用抗菌药物幽门螺旋杆菌的危害及检测

如何正确服用抗高血压药

专家简介

口腔科简介

血液透析中心简介

陈学奎，副主任医师，省内多点执业，

1970年毕业于吉林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

大学前身），毕业后一直在吉大二院呼吸

科从事临床工作，曾任市医学会呼吸分会

副主任委员，对临床内科、临床肿瘤、特

别是呼吸科疑难杂病、全身疾病肺表现、

内科综合症的诊治积累一些经验，近年来

开始跟踪老年心脑疾病的CT影像诊断。

出诊时间：每周五全天。

出诊地点：二楼专家诊室。 

许多人得了普通感冒，常常不去医院就诊，而是自己服用一些解

热镇痛药、抗菌药物或中药来治疗。虽然有时可以使病程缩短，但会带

来一些问题，为此了解病因是关键。由于约70%—80％的普通感冒是由

病毒引起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不使用抗菌药物，疾病也能痊愈。事

实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感觉到，感冒后服了很多抗菌药物，效果并不

明显，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感冒大多数是病毒引起的，抗菌药物对此没

有治疗作用；更令人担忧的是不该用抗菌药物而随意滥用，其结果是不

但没有治疗效果，还导致了大量耐药菌株（据统计，目前有80％的葡

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的出现。而且，滥用抗菌药物还会造成体内正常

菌群失调，使一些非致病菌成为致病菌，从而使病情加重。

那么，得了普通感冒，到底该如何治疗呢？通常以对症治疗为主，

还可以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这是因为维生素C（0.1-1.0g）能有效

帮助合成抗体，激活白细胞，全面增强人体的抵抗力。此外，维生素C

具有抗氧化作用，当患伤风感冒时，中性白细胞会释出大量氧自由基及

氧化性物质，从而引起相关症状，而白细胞内的维生素C则能阻止这些

有毒物质跑到白细胞之外。感冒时白细胞内的维生素C浓度会大量降低，

如果补充大剂量维生素C(每天1.0-6.0g)，则能维持白细胞内维生素C

的浓度，减轻症状。

由此可见，患了普通感冒，特别是症状不重时，不要随便服用抗

菌药物。由于抗菌药物往往具有多种副作用有些还可引起过敏反应等，

因此建议大家千万不要随便使用抗菌药物；即使需要服用此类药物，也

应在医师指导的情况下，按疗程服药。

我院口腔科是本院的特色科室之一，拥

有连体式口腔综合治疗设备三台，超声波洁

治机两台，冷光美白机，登士柏机扩马达系统，

SANI机扩马达系统，芬兰普兰梅卡全景机（拍

片机），LED光固化灯，VDW根管测量仪。拥

有先进完善的消毒设备：兰野系列超声波荡

扫机，手机注油清洗机，塑封机，负压真空

高温高压灭菌机。让您充分接受安全无忧的

治疗。

目前开展项目包括：口腔内科龋病的立

填术，前后牙根管治疗术（机扩），各类牙

齿拔除术（含智齿），龈上洁治术，龈下刮

治术，牙周护理，冷光美白，牙齿矫正，种植。

同时开展口腔修复，如固定义齿修复（烤瓷

牙），各类活动义齿修复，铸造支架，精密

附着体等，普兰梅卡全景机可以提供治疗前、

治疗中、治疗后牙齿的不同影像信息。

欢迎您的光临，我们将热忱为您服务！

（学生持医疗证，口内口外治疗部分享受半价）

东北师大医院血液透析中

心成立于2002年，在长春市二

级医院中，是最早开展血液净化

治疗的医院之一。血液透析中心

占地面积约450平米，各区域结构布局合理，

清洁区和污染区及其通道区分明确，兼有各

项功能区域。血液透析治疗科环境温馨，宽

敞明亮，安装有空调，空气净化消毒设备，

配备供氧装置，具备双路电力供应。目前拥

有13台德国费森尤斯血液透析机，2台费森

尤斯血液透析滤过机，1台双极反渗透水处理

系统，以及心电监护仪、除颤器、简易呼吸

机及其他抢救设备。现有主任医师1名，主

治医师1名，主管护师4名，兼职技师1名，

医护人员均经过严格专业培训，符合卫生部

《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程》要求。十几年来

透析治疗近十万人次，为急慢性肾衰患者解

除了病痛,受到了学校教职工和社会的广泛

好评。

2012年，长春市的大病医保政策改革在

全国走在了前列，受到了国务院的关注，我

院做为长春市医保定点医院，在尿毒症大病

救助医疗工作方面尽职尽责。中央电视台《焦

点访谈》、《新闻调查》，以及吉林省、市电

视台等新闻媒体多次来我院透析室采访报道，

一方面肯定了长春市大病医保改革政策 ，另

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我院透析中心医护人员

良好的医疗素养和过硬的医疗技术。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螺旋形、微厌氧、对生长条件要求十分苛刻的

细菌。1983年首次从慢性活动性胃炎患者的胃黏膜活检组织中分离成

功，是目前所知能够在人胃中生存的唯一微生物种类。幽门螺杆菌病

包括由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胃炎、消化道溃疡、淋巴增生性胃淋巴

瘤等。

幽门螺杆菌病的不良预后是胃癌。胃癌是全球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之一，在癌症死亡原因中位列第二。在我国，每年大约有16万人死于

胃癌。

预防和控制胃癌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指出，幽门螺杆菌

生存于人体胃幽门部位，是最常见的细菌病原体之一。世界有多半人

口受到过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而在有些国家几乎90%的人都感染过这

种细菌。人们通常是在幼年时就受到感染，5岁以下达到50%。这种细

菌感染首先引起慢性胃炎，并导致胃溃疡和胃萎缩，严重者则发展为

胃癌。据统计，初次感染幽门螺杆菌年龄较早的人群萎缩性胃炎及胃

癌发生率高，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死亡率的高低呈现平行关系。幽

门螺杆菌寄生在胃黏膜组织中，67%～ 80%的胃溃疡和95%的十二指肠

溃疡是由幽门螺杆菌引起的。慢性胃炎和消化道溃疡患者的普遍症状

为：食后上腹部饱胀、不适或疼痛，常伴有其他不良症状，如嗳气、

腹胀、反酸和食欲减退等。有些患者还可出现反复发作性剧烈腹痛、

上消化道少量出血等。因此及早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者，及时而有效

地用抗菌素杀灭幽门螺杆菌，对预防和控制胃癌有重大意义。

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C14呼气检测灵敏度高，检出率和符合率也

很高，患者无痛苦，是最受患者欢迎的一种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方法，

只需要轻轻吹口气，就能让肠胃的病菌无处藏生。这种呼气试验检测

仪使众多的高血压、心脏病及不能耐受胃镜检查的患者，成功的避免

了做胃镜的所带来的风险，是目前最理想检测方法之一。

幽门螺杆菌C14呼气检测适应人群

1.消化不良初诊、复诊者。

2.消化性溃疡、有明显异常的慢性胃炎、胃MALT淋巴瘤等需要根

除幽门螺杆菌的患者。

3.预防胃癌和有胃癌家族史者。

4.拒绝进行胃镜检查者。

5.长期服用NSAID类药物的患者。

6.其它与幽门螺杆菌有关的疾病：例如酒糟鼻、寻麻疹、肝病、口臭、

胆石症、肝硬化、糖尿病、缺铁性贫血、小儿发育不良、偏头痛、冠心病。

具体检测方法

患者在清晨起床空腹时或是在禁食3小时后，使用温开水完整的

口服一粒胶囊，需要注意的是，（胶囊如果在口中破裂就会影响检测

结果），然后患者在静坐15分钟后，向专用的呼气卡中吹气，再将呼

气卡插入专用的检测仪内，就会得出诊断结果，全程诊断过程只需约

短短的25分钟。

幽门螺杆菌C14呼气检测注意事项

1.在进行检查前，患者一定要在清晨空腹或者是在禁食三小时后

方可进行。

2.用温开水将胶囊完整口服，不能将胶囊咬碎。

3.如果在近期服用过抗生素、铋剂、质子泵抑制剂等HP敏感药物，

就会影响到诊断的效果，所以在检测前要禁止使用这类药物。

4.如果上消化道急性出血者，则需要在消化道出血停止一周以后

在进行检测，因为在消化道出血时会使HP受抑制。

5.胃切除手术可能造成同位素从胃中快速排空。

6.孕妇、哺乳期妇女应避免作此项检查。

临床实践证明，彻底消灭幽门螺杆菌并非难事，90%的细菌感染者

经过1～2周治疗后，体内的幽门螺杆菌往往能被消灭殆尽，但早期

筛查更重要，所以进行全民普查，至少应该对接受过胃部手术、有过

胃病、或亲属中有过胃癌的人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检查，并对感染者进

行杀菌治疗，这样有望控制胃癌。

我院已开展此项检查，具体检查地点在四楼医生办公室

学生5折，省、市医保卡均可用。

临床常用抗高血压药主要有以下6类，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断剂、钙通道阻滞剂、

血管扩张剂。

我院目前主要有的抗高血压药：

利尿剂：氢氯噻嗪、呋塞米、螺内酯等

β-受体阻滞剂:普萘洛尔，美托洛尔等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依那普利、贝那普利、培哚普利等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断剂：厄贝沙坦、缬沙坦、替米沙坦等

钙通道阻滞剂：氨氯地平、非洛地平、硝苯地平控释片，苯磺酸

左旋氨氯地平等

抗高血压药药物治疗原则

（1）平稳降压，为有效地防止对靶器官损害，用药要依从生物钟

规律，一般高血压者的血压在上、下午各出现一次高峰。因此，为有效

控制血压尤其是晨峰，一日仅服用一次的长效降压药以晨7时为最佳服

药时间，如一日服用两次，则以晨7时和下午14-16时为好，对有血压

昼夜节律者抗高血压药不宜在睡前或夜间服用。

（2）要求每天24h内血压稳定于目标范围内，这样可以防止从夜

间较低血压到清晨血压突然升高而致猝死或心脏病发作。

（3）联合治疗，是为增加降压效果而减少不良反应，对单药治疗

效果不满意的患者，几种作用机制不同的抗高血压药联合治疗。事实上，

Ⅱ级以上高血压为达到目标血压常需联合治疗。

（4）坚持治疗，降压的好处是通过长期控制血压达到血压平稳，

所以高血压者需长期降压治疗，尤其是高危和极高危者，在确立有效

治疗方案并在血压控制后仍继续治疗，不要随意停药或频繁改变方案，

这是治疗是否有成效的关键，在血压平稳控制一到两年后，可根据需要

逐渐减少抗高血压药的品种与剂量。

2016 年 1-5 月，慢病科为辖区 60 岁以上老年
人及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精神病等居民体
检共计 1323 人。

2016 年上半年，吉林大学医学部本科生 200 余人来我中心课间实习。社区工作人员为其讲解社区公共卫
生服务相关知识和工作内容。

2016 年 1-5 月，计免科为辖区适龄儿童接种各
类疫苗共计 264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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