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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离退休及在职教职工：

为了更好地保障全校教职工的身体健康，
加强校园民生建设，创建和谐校园，使教职工
及时掌握并了解自己身体健康状况，合理安排
工作与生活，2015 年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由
原来每年两次改为每年一次对全校离退休老同
志和在职员工进行体检，经相关部门研究决定
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开始为全校离退休及在职
教职工进行体检。您可以根据自己历年的体检
结果，每年合理选择不同体检套餐。

此外，校医院 2016 年新购置日本日立数
字化医用 X 射线摄影系统已正式投入使用，可
进行颈椎、胸椎、腰椎等体检项目检测，校医
院结合教职工常见病、多发病，针对不同情况
设计不同体检套餐，教职工可根据自身健康状
况进行选择。同时，校医院成立了体检结论专
业医师团队以及体检报告专家咨询诊室，由医
院副高职及以上人员担任，如您对体检结果有
疑问可进行咨询，医生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
出指导意见。

为做好教职工体检工作，经学校研究决定
成立东北师大教职工体检工作领导小组。具体
工作安排如下：

     一、相关部门工作要求

1．校工会负责在岗人员的组织。
2．离退休处负责离退休人员的组织，每

天安排 50 余人。请于体检前分别发到校医院
财会科和体检中心邮箱。体检结束后由医院相
关人员统一派送体检报告。（不含附中附小离
退休人员）

3．人事处负责提供在岗职工名单。（不
含附中附小人员）

4．校医院负责具体体检工作实施。
5．各学院（部）工会、行政办公室负责

组织本单位职工体检工作，并提供本单位体检
总人数和负责人电话，请于体检前分别发到校
医院财会科和体检中心邮箱。
     二、具体体检工作安排如下

（一）时间及人数
1．2016 年 9 月 26 日 —10 月 31 日为离退

休教职工体检，每天 50 人；
2．2016 年 11 月 7 日 —2017 年 1 月 8 日

为在岗教职工体检，每天 50 人。 
各学院（部）、各单位的具体体检时间安

排由校医院另行通知。（在职人员名单请于 9
月 30 日前分别发到医院财会科和体检中心邮

箱内）
（二）体检注意事项
1．参加体检人员请 8：00 到校医院一楼

领取体检指引单，领表时需出示居民身份证。
2．体检当天必须空腹，10：00前采血结束。

（体检前三日内保持正常饮食，不吃过于油腻、
高蛋白饮食，不要饮酒，避免剧烈运动，注意
休息，避免疲劳）

3．体检结束后，请务必将指引单交回校
医院，以便及时反馈体检信息。

4．校医院成立了结论医师团队，成立了
专家咨询门诊与您面对面进行健康指导，定期
进行数据分析，定期组织健康讲座，定期进行
跟踪随访。

5．对行动不便的老同志可电话预约校医
院上门服务（采血）。

联   系  人：吴晓蓓　武  洁
联系电话：85098581
邮箱地址：体检中心　391766810@qq.com
财   会  科：2576150772@qq.com

东北师大教职工体检工作领导小组
                                  2016 年 9 月 22 日

科学的婚检孕检 有效降低出生缺陷率

校医院开展新生入学体检及健康教育
校医院加强秋季肠道和呼吸道疾病防控工作

关于校医院为离退休人员及在职教职工体检的通知

社区图片新闻

健康专家  慢病防治

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出生缺陷高发的国家之一，卫生部2012年

发布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在5.6%

左右，约为90万例，其中出生时临床明显可见的出生缺陷约有25万例，

先天性心脏病、多指（趾）、唇裂伴或不伴腭裂、神经管畸形等位列前茅。

什么是出生缺陷？

出生缺陷也称为先天异常，指孩子出生前在母亲子宫里发生的发

育紊乱引起的形态、结构、功能、代谢、精神、行为等方面的异常，有

些异常可以在出生时就表现出来，有些则要在出生后过一段时间，甚至

若干年后才显示出来。形态结构异常表现为先天畸形，如无脑儿、脊柱

裂、兔唇、四肢异常等，功能、代谢缺陷常导致先天性智力低下（俗称

呆、傻）、聋、哑等异常，精神、行为方面的缺陷常表现为精神、神经

症状，如遗传性痉挛性共济失调，肝豆状核变性、精神分裂症等。

哪些准妈妈孕育宝宝有出生缺陷风险？

1、准妈妈年龄在35岁以上者；

2、孕早期受过病毒感染，特别是风疹病毒感染者；

3、孕早期部分微量元素缺乏，特别是碘与叶酸缺乏者；

4、孕早期接触过X线或苯、铅、汞等有害物质者；

5、孕早期用药未经医生指导。

做好三级预防，可大大减少宝宝出生缺陷发生率。

一级预防：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保健，包括婚前咨询检查，

了解未婚双方的健康状况有无影响下一代生命健康的疾病，需要采取什

么相应的预防措施。怀孕前作好充分准备，孕前妇女要选择最佳的生育

年龄、预防感染、戒烟戒酒、避免接触放射线和有毒有害物质、避免接

触高温环境等，并根据需要增补叶酸、注射疫苗等。禁止近亲婚育。

具体措施：

1、孕前4至6个月进行孕前检查；

2、避免近亲结婚生育和大龄生育；

3、孕前3个月至孕后3个月补充叶酸，可以有效预防神经管畸形

的发生；

4、食盐加碘可预防地方性克汀病；

5、孕前3个月接种风疹疫苗；

6、在孕早期及时发现和治疗糖尿病等疾病；

7、远离毒品，戒烟戒酒，严格控制孕期用药安全；

8、女性应避免接触有害物质。

二级预防：是指孕早期保健，包括合理营养、谨慎用药，推广联

合产前筛查在早孕期（8-14周）、中早孕期（15-20周）进行，孕妇可

在孕12-14周、孕20-22周及32周左右各进行一次B超检查，可检测

出70%-80%的出生缺陷。母血生化指标产前筛查可检测出60%-70%的高

危缺陷。在孕16-20周进行产前诊断如染色体、基因诊断临床医学诊断

等，可以早发现、早诊断，及早采取措施，预防缺陷儿。

具体措施：

1、进行孕前遗传咨询和遗传学检查；

2、进行产前筛查和异常染色体筛查；

3、怀孕16至24周进行超声检查。

三级预防：是指对新生儿筛查，开展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苯

丙酮尿症、先天性听力障碍等疾病的筛查诊断和治疗，对缺陷儿童及早

诊断，选择最佳的手术矫正时机，以降低缺陷儿给家庭造成的负担。但

预防工作的重点是一级和二级预防，即婚前、孕前和孕期干预。

具体措施：

1、进行新生儿先天性代谢性疾病筛查，进行早期干预；

2、对新生儿进行听力筛查，早期发现、预防和减轻听力残疾的程度；

3、开展儿童系统保健，即通过规范体检及早发现畸形缺陷，争取

适时进行手术治疗。

每一对准父母都希望能生一个健康聪颖的孩子，但由于各种因素

的影响，部分新生儿带有先天缺陷。每一个缺陷患儿的背后都是一个不

幸的家庭，同时还为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认识出生缺陷的现状

和了解预防出生缺陷的必要措施，理应成为准父母在决定生育之后的第

一课。

全校离退休及在职教职工：

校医院为方便广大教职工及时查询本人

体检相关检测结果，并实现历年体检结果的

相关数据对比，经过校医院与信息化办相关

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现已实现体检结果的网

上查询。通过东北师范大学校园网内网入口

登录公共服务大厅，点击“体检结果查询”

即可。

            东北师范大学医院

信息化管理与规划办公室

             2016年 9月12日

新学期开学以来，校医院根据学校迎新工

作的整体要求，全面开展了新生入学体检工作

及大学生健康教育知识讲座。

新生体检是在确保学生医疗安全及人身安

全的基础上，严格筛查传染病，以便及早发现

常见病、多发病，指导体检异常的学生及时就

医，及早诊治。截止9月末，校医院共完成新

生体检7407人，发现结核病3例，其他体检

异常人员60余例，并在体检过程中发放艾滋

病及传染病健康教育宣传单，做到人手一份，

为学生在校集体生活提供了健康保障，同时展

开艾滋病、传染病宣传教育第一站。

作为新生入学教育重要环节之一，校医院

大学生健康教育小组成员，根据我校新生体检

结果、大学生知识结构及年龄、性别等特点，

结合医院多年大学生就医及诊疗经验，开展了

有针对性且实用的校园内大学生健康教育知识

讲座。重点围绕传染病及艾滋病的预防常识，

内容亦涵盖意外情况紧急处理、相关急救医学

常识、性知识的普及教育等，积极倡导预防为

主，指导学生在发生各种疾病及意外状况时，

如何在校内校外就医，并得到专业医生的诊疗

意见。开学至今，校医院共开展大学生健康知

识讲座23场，受益学生7000余人。

秋冬季节是肠道疾病和呼吸道疾病高

发期，尤其是低龄儿童和青少年易感染发

病。为做好秋季肠道和呼吸道疾病防控工

作，严格落实病例隔离治疗、密切接触者

登记随访、手卫生、环境消毒、食品和水

安全管理、宣传教育等防控措施，尤其是

要做好以消化道症状为主的暴发疫情调查

处置，有效控制疫情的扩散和蔓延，自新

学期开学以来，校医院保健科的同志，深

入两个校区的教学楼、食堂、公寓，指导

相关单位做好晨检、因病缺课追查登记和

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做好教室、食堂、

公寓消毒工作，并通过新生入学教育、辅

导员微信群、公寓管理人员微信群等多种

途径和方式，广泛宣传呼吸道传染病和肠

道疾病防治知识，发现问题，及时沟通解决，

有利于提高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和防病意识

以及学校对突发事件的掌控。

新生健康教育
宿舍检查传染病知识宣传

新生体检

关于教职工体检结果
实现网上查询的通知

截至 9月末，累计开展健康教育讲座 9次，
受益 455 人，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1820 份。

截至 9 月末，累计开展健康教育咨询宣传
活动 8 次，受益 404 人，发放健康宣传资
料 161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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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常见疾病用药指南

腔隙性脑梗死的科普知识
检 验 科 简 介

家庭常见疾病包括：感冒、头痛、腹泻、

发热、咳嗽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用药？

感冒

感冒初起如何用药？

目前还没有能消灭感冒病毒的特效药。

有人刚一得感冒就把这个“素”那个“丸”吃

上一大堆，这大可不必。由于普通感冒属自限

性疾病，即在身体正常情况下靠自身免疫力能

限制病情发展，因此在患病早期可用些综合感

冒药，帮助消除症状。像复方阿斯匹林以退热、

镇痛见长，康得含有解热镇痛的扑热息痛和止

咳的美沙芬等成分，而康泰克所含的扑尔敏、

苯丙醇胺等，不仅能减轻鼻粘膜充血，使鼻塞、

流涕迅速减轻，而且其镇静作用有利于睡眠。

若鼻子堵得太厉害，也可用1%麻黄素溶液滴

鼻。只要吃上药，勤喝水，多休息，感冒在一

周左右就会好转。

如果采取了这些措施，发病10天左右没

有好转，反而出现了前面所说的那些合并症表

现，就得及时见大夫，应用抗生素了。对原有

慢性病的老人或婴幼儿感冒患者，我们更需仔

细呵护，在他们病程2-3天时就可以用上适当

的抗生素。

感冒了怎样选中成药?

由于人的体质不同，患病季节不同，兼

夹的其他外邪的性质不同，致使感冒的表现多

种多样，从而也使治疗感冒的中成药品种丰富

多彩。

感冒了该怎么选药呢？除了九味羌活丸

与银翘解毒丸外，治疗外感风寒内伤湿滞者，

可选用藿香正气丸（水、胶囊等）；外感风寒

而以咳嗽为主症者，可选用通宣理肺丸；气虚

外感风寒者，可选用补中益气丸、参苏丸；外

感风邪犯肺，以咳嗽为主者，可选用桑菊感冒

片。

头痛

头痛切勿乱用药

每当遇到头痛，不少人就想起去痛片、

APC（复方阿司匹林）、对乙酰氨基酚（扑热

息痛）、吲哚美辛等。服用后似乎可缓解一下

头痛，但去痛片、APC这类止痛药只能缓解症状，

却不能消除病因。

然而，引起头痛的原因千差万别。例如患

高血压病时常伴有头痛。其部位多为额部、枕

部，性质为头颅深部钝痛，并有头晕、头胀、

头部紧缩感；近视眼、远视眼病人，在下午或

晚上，尤其在用眼过久以后也可出现头痛，且

常在两侧眼球及眉弓部胀痛，但休息后可减轻

或消失；得了鼻窦炎也有头痛，常伴随有鼻塞、

流浓鼻涕，而且早晨比下午严重；颅内如有肿

瘤或其它占位性病变等，会出现持续性头痛，

并逐渐加重，呈炸裂性，同时伴有恶心、喷射

状呕吐、视力减退、行走不稳、瘫痪等；得了

青光眼，亦可出现较为剧烈的头痛，并伴有呕

吐，但呕吐不呈喷射状；得了神经衰弱也有头

痛，但头痛的部位和性质常常不固定，而且睡

眠有改善时，头痛往往减轻。此外，还有其它

性质的头痛，如偏头痛，三叉神经痛，脑外伤

引起的头痛，牙病、中耳炎引起的头痛，伤风

感冒或其它感染性疾病也可引起头痛。

腹泻

腹泻用药不能随便

一、腹泻就用止泻药。

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肠道传染

病发病初期多有程度不同的腹泻，排泄物能将

体内的致病菌与细菌产生的毒素排出体外，可

减少其对人体的毒害。当然，如果腹泻次数频

繁、持续时间过长、出现了脱水症状，就应该

在应用抗生素和纠正脱水的前提下，酌情使用

止泻剂。

二、随便使用抗生素。

目前不少家庭的常备小药箱中仍存有抗生

素，但不经医生指导，服用抗生素治疗腹泻的

做法不妥。因肠道传染病多由大肠杆菌、痢疾

杆菌、变形杆菌等引起，故在选用抗生素时，

最好先做大便细菌培养，明确致病菌种类，再

选用对细菌最敏感的抗生素治疗，这样才能收

到较好的疗效。

三、擅自使用止痛剂。

有些患者习惯用解痉剂如阿托品、颠茄片

等止痛，殊不知这种做法非常不安全，尤其是

对患有青光眼的老年人，随便使用此类药品可

使病情进一步恶化。出现腹泻后，轻度腹痛者

可热敷腹部；腹痛较剧者，最好是在医生的指

导下选用止痛剂。

四、稍有好转就停药。

不少肠道传染病患者常以症状为服药依

据，腹泻重时就多服，腹泻轻时就少服，稍有

好转就停药。这很容易造成腹泻复发，严重者

会转为慢性腹泻，给治疗带来困难。正确的服

药方法是，症状全部消失后，继续用药两三天，

有条件者应做大便细菌培养，待转为阴性后方

可停药。

五、急于更换药物。

有些肠道传染病患者用药一两天不见好

转，就急于更换别的药物。其实任何药物治疗

都需要一个疗程，至少3—5天，随便换药，

会适得其反。

因此，发生腹泻最好先去医院看医生，切

忌盲目或凭经验治疗，应按医嘱用药，避免陷

入用药误区，延误治病的良机或导致病情加重。

腔隙性脑梗死是脑梗死的一种特殊类型，是在高血压、动脉硬化

的基础上，大脑深部的小支动脉发生病变，最终形成血栓或微栓塞导致

血管闭塞，形成腔隙性软化病灶。其病变范围一般为2～20毫米，其

中以2～4毫米者最为多见。我国北方地区腔隙性脑梗死的发病率为

78/10万，我国腔隙性脑梗死在全部脑梗死和缺血性梗死中所占的比例

分别为27.6%和 36.9%，且近年来有增多趋势。

危险因素：高血压是祸首。

腔隙性脑梗死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脑卒中类型，因症状轻、预

后好而常被漏诊或忽视。也有人一听说“脑梗死”三个字便惊惶失措，

把腔隙性脑梗死和因动脉硬化引起的血栓性脑梗死混为一谈。

腔隙性脑梗死发病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黏度等因素有关。腔

隙性脑梗死之所以多见于中老年人，因为人到中年以后，血液黏滞度会

增加，血脂增高，红细胞变形能力下降，这时血液处于高凝状态，血流

速度下降，加之长期高血压会引起小动脉硬化等。当这些危险因素相互

叠加时，就容易出现小动脉闭塞，诱发腔隙性脑梗死。糖尿病、吸烟等

对微小血管的不良影响也可导致腔隙性脑梗死。另外，动脉粥样硬化性

颈内动脉狭窄与腔隙性脑梗死的发病也有一定关系。临床发现，当存在

颈内动脉系统病变时，同侧发生腔隙性脑梗死的几率增加，50%以上纯

腔隙性脑梗死可能系颈内动脉狭窄引起的。

临床特点：临床症状较轻，容易被忽视

腔隙性脑梗死病灶多位于脑深部，如大脑白质、内囊、底节、丘脑、

脑干和小脑等处，临床症状一般较轻，大多发病缓慢，且常为一过性的，

12～72小时达到高峰，部分患者有短暂缺血发作史。腔隙性脑梗死临

床症状与梗死灶的大小和梗死部位有关。病灶位于放射冠、内囊、基底

节、脑桥、延髓等部位的，多表现为面、舌、肢体不同程度瘫痪；病灶

位于丘脑部的多表现为半身麻木，并有牵拉、发冷、发热、针刺、疼痛、

肿胀或沉重感。检查可见一侧肢体、身躯感觉减退或消失；基底动脉的

旁正中动脉闭塞表现为运动性轻偏瘫和小脑性共济失调，以下肢为重，

也可有构音不全和眼震，吞咽困难，手轻度无力伴有动作缓慢、笨拙，

尤以精细动作如书写更为困难。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死，可影响脑功能，

导致智力进行性衰退和脑血管性痴呆。

腔隙性脑梗死与普通的动脉硬化引起的血栓性脑梗死的区别在于

受损血管的大小和基本病变性质不同。动脉硬化引起的血栓性脑梗死主

要侵犯大血管和直径大于1毫米的小血管，基本病变为粥样硬化、斑块

形成及继发性出血、血栓等；而腔隙性脑梗死的病变主要在更小的血管，

且多为终末小支，梗塞多发但面积很小，不足以引起运动、感觉、认知

功能的严重障碍，所以临床症状较轻。

治疗及预后

腔隙性脑梗死患者如能在起病早期得到诊断并给予适当的治疗，

多数在2周内可完全恢复。应当注意的是腔隙性脑梗死容易多次复发，

其长期死亡率与动脉硬化引起的血栓性脑梗死几乎没有差别。因此，腔

隙性脑梗死早诊、早治、早防十分重要。由于腔隙性脑梗死临床症状较轻，

短期预后好，部分患者对腔隙性脑梗死未给予足够重视，错过早期最佳

治疗时机，致使病情加重或多次复发，导致大面积脑梗死。

预防的关键：在于血压长期稳定达标

腔隙性脑梗死实际上就是晚期高血压患者靶器官损伤的一部分，

是高血压性脑动脉硬化的具体表现，因此患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

高血脂、高血糖等慢性病的患者，防止本病的根本策略就是优化降压措

施，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用药，做到血压长期稳定达标，积极控制高血

压的并发症，排除各种危险因素，预防腔隙性脑梗死的发生。日常生活

中应注意饮食保健，禁烟少酒，合理运动，规律生活，保持乐观的生活

态度。中年之后要定期体检，对心脏、血管、血脂等异常情况及时合理

治疗。

东北师范大学医院检验科设有生化，免疫，临检，HIV初筛

等多个专业实验室。科室现有专业技术人员5人，其中高级职称

1人，中级职称3人，初级职称1人。科室配有价值数百万的先

进仪器设备：日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光电全自动五分类血

细胞分析仪、迪瑞三分类血细胞分析仪，德国BE全自动血凝仪、

美国MEDICA电解质分析仪、全自动血沉仪，酶标仪，全自动特种

蛋白仪，尿11项分析仪、全自动尿液有形成份分析仪等大型仪器

设备，性能优良，结果准确。除正常开展三大常规、各种体液的

检测分析，肝功能、肾功能、脂类、酶类、血糖，电解质，乙肝、

丙肝、梅毒，HIV抗体，肺炎支原体抗体定性、抗链O,类风湿因子，

C反应蛋白，血沉，血凝，血型检测外，还承担院内感染监测工作。

我科长期参加吉林省临床检验中心举办的室间质量评价活

动，在历年的室间质量评价活动中，成绩优良，确保了检验结果

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科室的绝大部分检验项目已基本实现自动化，

并逐步向网络化、信息化迈进。

根据医院的临床需求，我院通过招标形式与第三方检测机

构金域检验进行合作，从原来的几十种检测项目扩展到2000多

种项目检测，极大地满足了临床需求，方便了患者。金域检验

是全国最大的独立实验室之一，总部在广州，是吉林省较早通过

ISO15189和美国病理家学会（CAP）实验室双认可的第三方医学检

测机构，能开展2000多种项目的检测，检验项目齐全，结果准确，

包括生化系列、血脂系列、酶系列、肿瘤系列、内分泌系列、肾

功早期损伤、妇产科系列、过敏原检测，细菌培养及病理检验等。

检验结果实行网络对接，除特殊项目外，检验结果均于第二天回

报，与金域检验的合作是对我院医疗检验服务范围的极大补充，

受到临床医务人员的高度认可，提高了检验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

并为医院及科室节约了成本，达到双赢的目的。

全自动尿液分析仪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金域检验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金域检验

金域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