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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 12 月 1 日是第 29 个“世界艾滋

病日”，在“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东北

师范大学于 11 月 30 日下午 1 时 30 分，在东

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厅举办了以“携手抗

艾  重在预防”为主题的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教

育活动。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方赤

光、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

所黄黎宁、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

王民、长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控

制科副科长宋媛媛、长春市南关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任淑艳、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

记兼副校长马晓燕等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

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马晓燕

在会上做了题为“携手抗艾  重在预防”的讲话。

她说东北师范大学一直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宣

传教育工作，专门成立了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将防艾宣教与教育教学、学生

活动、服务社会相结合，努力探索防艾宣教的

有效机制，并强调在大学生群体中开展防治艾

滋病教育的重要意义。同时还通报了吉林省大

学生艾滋病感染者情况，指出深入开展大学生

艾滋病教育的紧迫形势。

大会对 2016 年度防艾校园宣传活动的先

进单位及个人进行了表彰。生命科学学院团委

被授予2016年度预防艾滋病校园宣传活动“最

佳组织奖”；以生命科学学院学生为主体的学

校院管社团红丝带志愿者协会被授予“防艾优

秀志愿服务团体”荣誉称号。同时，省市区及

校领导为东北师范大学举办的“校园无艾，青

春有爱”第五届 NENU 大学生健康文化节活动

中获奖选手及在校园预防艾滋病工作中做出贡

献的学生志愿者颁发证书和奖励。

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代表还进行了防艾

倡议宣誓，教师合唱团表演了大合唱，学生志

愿者表演了小品歌曲等节目，东北师范大学近

300 名师生参加了活动。

本次活动，由校医院、校团委承办，生命

科学学院学生会、红丝带志愿者协会、音乐学

院学生会协办。活动的开展，旨在进一步做好

大学生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提高大学生艾滋

病防治意识，有效预防和遏制艾滋病在大学生

群体中蔓延，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为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

的护理队伍，不断提高护理服务

质量，今年下半年，校医院护理

部定期组织全院护理人员，围绕

“三基三严”，认真开展护理技

术操作岗位练兵和培训。先后开

展了吸氧、吸痰、导尿、静脉输液、

急救包扎、心肺复苏等护理技术

的实际操作训练 ; 护理知识考试 ;

护士礼仪、电动洗胃机的操作、

外科疾病护理常规、术前术后护

理常规、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和护

理等知识讲座，极大地提高了我

院护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

平。

11 月 10 日，我院透析科护

士迟荣玲、姜斌参加了南关区基

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竞赛，获

得了三等奖。同时，通过南关区

选拔，我院内科护士孙莹莹，将

代表南关区参加长春红十字会组

织的应急救护技能大赛。

免费体检通知

新生儿预防接种流程 预防接种流程图

我校举办 2016 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

健康专家  慢病防治

南岭街道居民朋友大家好：

根据长春市政府相关部门规定，我中心将对南岭街道（百屹、华阳、恒安）

三个社区内60周岁及以上居民每年免费体检一次（体检项目包括：一般体格

检查、中医体质辨识、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肾功、血脂、血糖、心电、腹

部彩超等项目）如需复查或检查规定外的项目，需自行缴费。

谢谢合作！

温馨提示：	

1、请携带本人身份证

2、空腹（低血糖患者请自备早餐）

3、高血压患者晨起按时服降压药

4、行动不便者请家属陪同体检

5、高血压、糖尿病及有残疾证的居民不限年龄体检

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00-10:00（法定假日休息）

地点：东北师范大学医院五楼慢病科

咨询电话：85099189（慢病科）

南关区南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6年 01月01日

当我们迎接来自己宝宝出生的那一刻，相信大家都是无比的幸福，接下来

我们就要为新生儿宝宝及时的办理各项手续了，以免耽误宝宝以后的入托上学

等事宜。

1、儿童办理预防接种证，需要带好宝宝的户口簿、出生证以及出生时在出

生医院接种的卡介苗和乙肝疫苗接种卡，到居住地点的街道医院儿保科办理《预

防接种证》，社区医院会给家长一个小绿本儿，上面有接种每一针疫苗的时间，

家长定期预约，按照预约单上的时间按时带孩子到接种门诊进行接种。

2、在外地出生但在本市居住的孩子，也应尽快到接种门诊办理预防接种证，

让孩子尽快的补种各种疫苗。若在原地区已接种过疫苗，应带上原来的预防接

种证，根据已接种过的疫苗，安排补种未种的疫苗。

3、家长在办理预防接种手续时，必须把可靠的通讯住址和联系电话告诉医

务人员，以便联系。一类疫苗是必须接种的，包括卡介苗	、乙肝疫苗、减毒脊

髓灰质炎糖丸、百白破（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疫苗、乙脑、流脑	、麻腮风（麻疹、

腮腺炎、风疹）疫苗	、甲肝疫苗。疫苗接种完毕需要自觉留观30分钟，	同时

在儿保室为管辖范围出生儿童建立《儿童保健手册》。按“城市儿童保健服务

内容”和《儿童保健手册》中规定项目，做好婴儿喂养指导和幼儿膳食营养指导，

解决儿童生长发育中存在的问题。对体弱儿进行专案管理。在儿童定期体检中，

认真筛查体弱儿，并按要求进行管理，要有完整的体弱儿管理记录。搞好小儿“四

病”等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工作，疑难病例转上一级医疗保健机构确诊和治疗。

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人群高度密集

的场所，师生又是呼吸道传染病易感人群之一。为有效预

防与控制呼吸道传染病在学校的发生和流行，确保师生身

体健康，请广大师生关注冬季呼吸道传染病预防知识的相

关信息，了解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方法，增强

和提高自我防病意识。

冬季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有普通感冒、流行性感冒、

麻疹、水痘、风疹、腮腺炎等，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

防治呼吸道传染病应注意以下事项：

1、避免受凉。人体受凉时，呼吸道血管收缩，血液供

应减少，局部抵抗力下降，病毒容易侵入。

2、净化环境、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应定时开窗通风，

保持空气流通，让阳光射过室内；也可用食醋熏蒸房间。

3、注意生活规律，保证充足睡眠。充足睡眠能消除疲劳，

调节人体各种机能，增强免疫力。

4、增加营养。补充营养，适当增加水分和维生素的摄入。

5、加强锻炼，增强体质。体育锻炼可增强血液循环，

提高免疫力。

6、讲究卫生。加强个人卫生和个人防护。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多喝水、不吸烟、不酗酒。

7、免疫预防。流行季节前可进行相应的预防接种，如

流感、肺炎、麻疹、流脑等疫苗。

8、早发现、早治疗。出现呼吸道症状时，应及时就医，

切忌不当回事，更不要自己胡乱吃药。如果有发热、咳嗽

等症状，应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当发生传染病时，应主

动与健康人隔离，尽量不要去公共场所，防止传染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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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0 日南关区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能
竞赛总决赛中王翠华（左二）副主任代表南岭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领取团体奖

护士迟荣玲（右三）姜彬（右四）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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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用药常识必备

吉林省与海南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正式开通 健 康 体 检 中 心

我 院 外 科 采 用 独 特 手 术 方 法 治 疗 嵌 甲

现在国家推行的药品有两类，一类是处方

药，另一类是非处方药。非处方药具有安全性

好、疗效确切、毒副反应少、质量稳定、应用

方便、价格合理、易于储存等优点。

但这些非处方药也不能盲目购买，要在购

药前根据你的症状，结合自己掌握的医疗知识，

做出明确的判断,必要时咨询执业药师。

1.购买时注意看标签和批准文号

所有的非处方药品上面都有红色和蓝色的

标签，红色的是甲类，蓝色的是乙类，药品说

明书也一样，一定要看清成分是什么、适应证

是什么。另外，要看药品盒上有没有国家批准

的文号，且必须有中文说明。购买药品一定要

有发票，一旦出了问题，将来能作为凭证。

2.要在正确的时间服药

不同的药，对于服药的时间也有要求，有

的药是餐前服，有的药是餐后服，还有的要求

空腹服，有的是一天的量一次服用（简称顿服）

等。有些药物是一日三餐服，比如降糖药往往

是跟用餐连在一起的。忘了服药怎么办？这种

情况经常发生，处理上有一个原则，如果离忘

的时间很短，比如说应该早晨8点钟服药，结

果8点半才想起来，这个时候可以补服。比如

说应该早晨8点半服药结果忘了，下午才想起

来，那就继续服下一个剂量就行了，千万不要

加量。

3.注意药物间的相互作用

这点老人尤其应该注意，原因有二：首先，

老人的代谢和排泄能力比年轻人下降了，对药

物需要的量要小。其次，老人往往患有多种疾

病，服用药物的总数往往要比年轻人多，所以

发生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和后果比年轻人可能要

多，而且要严重，所以更应该引起高度关注，

用药时要仔细阅读说明书中的注意事项及相互

作用栏。

4.注意药物与食物间的相互作用

某病人服用辛伐他汀治疗高脂血症，他每

天喝一罐西柚汁，5天后出现了严重的横纹肌

溶解。原因是西柚汁是一个很强的肝酶代谢抑

制剂，使辛伐他汀药物不能代谢，出现了严重

的副作用。酒也要格外注意，在服用任何药物

期间，尽量不要饮酒，否则很容易立即与药品

产生反应。牛奶也与一些药物有冲突，比如说

四环素类抗生素，大环酯类的抗生素，牛奶里

的钙会和这些药物结合，形成难溶物，不能被

人体吸收。

5.正确对待药物不良反应

针对不良反应，有以下几个注意事项：一

是给自己建一个健康卡，上面写上你的姓名、

年龄，曾经患过什么病，现在患什么病，现在

吃什么药，曾经对什么药物过敏。当你看病的

时候把这些信息告诉你的医生。二是如果去医

院看病，需要看好几个科的时候，看第二科的

时候你要告诉医生，我已经看了第一个科了，

开了哪些药，看第三个科的时候同样也要告诉

医生。避免医生之间开相互作用的药物。三是

取药以后一定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再服药，这样

能够帮助你发现问题。四是不要凭经验自行用

药。五是咨询药师。因为医生只对本科的药物

很熟悉，其他科室的有些药物医生不一定掌握，

也搞不清楚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一定要咨询

药师。

6.学会看药物说明书

看说明书时，要逐项地看。首先是看适应

证，就是你的病情和你的症状，和说明书描述

的是否一致或者相符，如果不相符的话，可能

治疗是无效的。其次要看注意事项，避免危险，

比如说阿司匹林说明书写的胃、十二指肠溃疡

禁用。	

7.学会看药品有效期

药品有效期，是指药品在一定的贮存条件

下，能够保证质量的最长期限。由于药品理化

性质及贮存条件的差异，药品的有效期往往长

短不一。一般来说，药品的有效期为1～5年。

国产药品有效期可按生产批号推算。识别药品

的有效期要根据厂家标识的形式具体分析，主

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直接标明有效期，指该药可用至有效

期月的月底，如标有“有效期：2008年7月”，

表示该药可用到2008年 7月3l日。

二、直接标明失效期，是指该药在该年该

月的第一天起即失效。如标有“失效期：2008

年7月”，表示该药用到2008年7月1日失效。

三、标明有效期为几年，这种表示方法要

根据生产日期推算，如生产日期为20050613，

有效期2年。则有效期应到2007年6月12日。

东北师大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可进行内科、外科、眼科、

耳鼻咽喉科、口腔科、妇科等专业科室检查，组建了由主

任医师、副主任医师构成的健康体检专家库，拥有德国西

门子 64 层容积 CT、日本日立数字摄影 X 光机（DR）、日

本阿洛卡彩色超声波诊断仪、日本日立自动生化分析仪、

科域 KU2000 尿液有形成分份析仪、上海光电 MEK-8222K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仪等大型仪器设备。同时检验科与金

域检验中心合作，可开展肿瘤标志物、甲状腺功能、微量

元素、支原体、乙肝 DNA 病毒载量等多种检测项目。

健康体检中心在组织完成学校教职工及学生年度常规

体检外，备有多种体检套餐可供选择，为学校及社会团体

及个人的体检需求提供服务，同时还承接包括留校、博士

后进站、考研考博入学、校内各单位临时用工人员、出国

求学、支援边远山区教育、教师资格证、运动员参赛、社

会招工、60 岁以上人员乘机等多种体检。

体检中心目前对教职工及学生体检结果已实行数字化

管理，应用微机系统建立规范的教职工及学生电子健康档

案，同时教职工可及时便捷的通过网络查询本人历年健康

体检结果。并由体检中心专人定期进行随访及健康指导，

参检者亦可于医院设立的体检专家咨询诊室或电话进行咨

询。

体检中心电话：85098581

嵌甲是趾甲嵌入肉里，形成嵌甲性甲沟炎，引起炎性

疾病，是外科门诊常见的多发病。最常发生于足拇趾，常

因修甲过短或过深、穿鞋过紧、外伤、先天性局部畸形、

甲真菌病等有关，病甲的一侧或两侧缘既向前生长又向侧

方组织内嵌入，刺激甲旁组织引起炎症，引起病侧甲旁红

肿痛，常伴有感染，形成甲沟炎，有脓性分泌物，经久不

愈，引起组织肉芽肿，影响行走，十分痛苦。嵌甲性甲沟

炎不治疗不会自行痊愈，长时间不治疗，趾甲会严重变形，

导致甲床破坏，严重的有可能引起骨髓炎。治疗上局部或

者全身抗炎，穿鞋宽松、热敷，最彻底的方法就是手术治

疗。传统的单纯拔甲术，是将整个患病趾甲拔除，但是治

疗需要拔除的是两侧嵌入肉中的趾甲，并不是整个趾甲，

将趾甲中间大部也拔除了，起不到治疗作用，反而增加了

损伤和痛苦，单纯拔甲术短期疗效满意，但术后极易复发，

多数病例反复拔甲仍未能治愈，随访中发现反复拔甲的患

者可出现趾甲变形和甲营养不良。新的手术方法将侧方嵌

入肉中的趾甲拔除，东北师大医院外科于相浩副主任医师，

在新方法治疗基础上，创新采用独特的手术方法 --- 嵌甲

根微创去除术，在治疗甲沟炎的同时，用微创的方法切除

嵌甲对应的甲根，去除了患趾嵌甲的再生根源，从而根本

上避免了术后复发，取得了良好的疗效。该方法优点：手

术创伤小，疼痛轻，对嵌甲性甲沟炎有根治效果。

联系人：东北师大医院外科 

                 于相浩 13353118597

手术前 术后两个月

转载于《城市晚报》2016 年 11 月 9 日

2016年 11月1日，我省与海南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正

式开通，我省到海南“猫冬”的老人和长期在海南工作的

两类人群，将告别“跑腿报销”。11月 8日，记者采访了

省医保局费用结算部主任刘宏亮，详细了解此次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的细节。

海南省是我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居住较多的省份之一，

而海南省来吉林经商、务工的人员近年也越来越多。解决

好两省异地就医服务问题，不仅是参保人员的实际需求，

更是不断改进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的必然选择。

据介绍，目前，吉林、海南两省异地就医参保患者（或

是代办人）只需在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持居住证或暂

住证，填写申请表，办好登记即可。“办好手续后，海南

参保人员可在我省其所在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临时就医卡

直接就医，我省医保患者可以从海南省37家定点医院中选

择4家直接去住院，出院时与当地居民一样直接结算。4家

定点医院包括：1家三级医院、1家二级医院、1家一级医院、

1家专科医院。”刘宏亮说。

刘宏亮介绍，37家海南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院，

包括14家三级医院、22家二级医院和1家一级医院。遍布

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东方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

澄迈县和昌江黎族自治县。

名  单
序号 编码 名称 等级 所属市县

1 hn460121 海南省肿瘤医院 三级 海口市
2 hn461001 海南省人民医院 三级 海口市
3 hn461003 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三级 海口市
4 hn461004 海南省农垦总医院 三级 海口市
5 hn461005 海南省中医院 三级 海口市
6 hn461007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三级 海口市
7 hn461010 海南省安宁医院 三级 海口市
8 hn461011 海口市人民医院 三级 海口市
9 hn461012 海口市中医院 三级 海口市
10 hn4610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七中心医院 三级 海口市
11 hn461041 海南省眼科医院 三级 海口市
12 hn461006 海南省干部疗养院 二级 海口市
13 hn461009 武警海南省总队医院 二级 海口市
14 hn461013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 二级 海口市
15 hn461014 海南骨科医院 二级 海口市
16 hn461017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 二级 海口市
17 hn461019 海南新希望眼科医院 二级 海口市
18 hn461034 海南妇产科医院有限公司 二级 海口市
19 hn461037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 二级 海口市
20 hn461082 海南现代妇婴医院 二级 海口市
21 hn461084 海南现代男科医院 二级 海口市
22 hn469005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 二级 海口市
23 hn460104 海口市龙华区海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级 海口市
24 hn461040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三级 三亚市
25 hn461087 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 三级 三亚市
26 hn461088 三亚市中医院 三级 三亚市
27 hn46107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25 医院 二级 三亚市
28 hn461089 三亚市人民医院 二级 三亚市
29 hn461039 海南省农垦那大医院 二级 儋州市
30 hn461067 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二级 昌江黎族自治县
31 hn461068 昌江黎族自治县中医院 二级 昌江黎族自治县
32 hn461080 东方医院 二级 东方市
33 hn462001 海南省澄迈县人民医院 二级 澄迈县
34 hn462002 文昌市人民医院 二级 文昌市
35 hn462028 文昌市中医院 二级 文昌市

36 hn462005 琼海市人民医院 二级 琼海市

37 hn462007 海南省万宁市人民医院 二级 万宁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