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淼岳林现房别墅，五

证全，可更名。面积 304
㎡，带80多㎡庭院，别墅价
6600元/㎡，小院赠，因缺
流动资金，低于原价出售，
需一次性付款。

联系电话：3129800
3354666

急 售

文|王芳 高永娜

如何预防冬季小儿呼吸道感染？
——专访邢台医专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治疗中心)儿科李学英

文│ 王芳 郭晓四

进入冬季后，由于天气干燥，
小儿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呼吸道
疾病进入高发期。近期，我市各医
院儿科病患剧增，多为 3 岁以上的
小儿，咳嗽、发烧等症状居多。缘
何发生呼吸道疾病，如何有效预
防？本期专访邢台医专第二附属医
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李学英，为我们
分享相关知识。

“根据观察发现，近期患儿发
生呼吸道疾病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
点——小儿支原体感染，这种感染
多见年龄较大的孩子，特别是 3 岁
以上的孩子，1岁以内较少见；中度
发热，体温多在38~39℃；刺激性咳
嗽、较剧烈，持续时间长，短期治
疗效果不佳。”李医生介绍。

支原体感染是上呼吸道感染的
类型之一，症状多为咳嗽、有痰
等，严重的还会导致支气管炎、肺
炎等。为什么会发生支原体呼吸道
感染？李医生分析认为这与小儿的
免疫功能及呼吸道的生理解剖特点
有关。与成人相比，小儿免疫系统
不成熟，不能滤过和吸附空气中的
尘埃和病菌，一旦有导致感染的诱
因，病原就很容易乘虚而入。3岁以
后进入幼儿园新环境的群体生活，
也容易在此阶段反复呼吸道感染。
此外，环境因素对呼吸道的影响，
如居住环境密闭潮湿，雾霾天气等
环境影响，毒性物质可沉积在呼吸
道，引起呼吸道保护屏障的破坏，

致病毒、细菌等病原体容易入侵，
引起上感等疾病。

李医生提醒，支原体感染引起
的咳嗽和哮喘后出现的咳嗽容易混
为一谈，所以支原体感染易造成误
诊和过度治疗。因此，建议及时就
诊，避免发展成支原体肺炎。

对于小儿呼吸道疾病，做好日
常防护非常必要。那么如何做到有
效的预防，李医生建议如下：

第一，增强抵抗力。营养均
衡，不偏食挑食，鼓励孩子多喝
水，吃营养丰富又易于消化的食
物，且宜少食多餐；根据空气质
量，适当增强户外活动，提高呼吸
道的抵抗力；

第二，注意保暖，薄厚适宜。
根据气候变化，及时添减衣服。不
要给小儿“捂”的过厚，且勤洗澡
勤换内衣。

第三，避免感染。由于支原体
肺炎具有传染性，患病期间要注意
隔离，支原体肺炎的孩子不要入托
和上学，防止传染其他的小朋友。

第四，保持居室环境空气新
鲜。许多病原体可在大自然的空气
中得到净化。注意室内通风，保持
空气清新，增加湿度，防止呼吸道
分泌物干燥，不易咳出。

第五，按时进行预防接种。做
好预防接种工作，能有效预防呼吸
道疾病及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及传播。

南宫一患者：什么是淋巴瘤？淋
巴结肿大都是淋巴瘤吗？淋巴瘤与
其它实体肿瘤有什么区别？

原现华主任：淋巴组织发生了恶
变即称为淋巴瘤。淋巴瘤是血液系
统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在恶性肿
瘤的排位中排在第 8～10 位。淋巴
瘤与其它实体肿瘤不同，是一类血液
系统的全身性疾病。起病时往往不
止一个病灶，除了毛发、指甲、角膜
外，全身有淋巴组织和淋巴结的部位
都有可能受到侵犯，包括血液和骨
髓。最典型的表现是浅表部位的淋
巴结肿大，但并不是所有的淋巴结肿
大都是淋巴瘤。淋巴瘤性淋巴结肿
大常为无痛性、进行性肿大，可从黄
豆大到枣大，中等硬度，到了后期淋
巴结可长到很大，也可融合成大块，
可侵犯皮肤，破溃后经久不愈。

淋巴瘤也可以侵及淋巴系统以
外的器官，表现为相应器官的受侵、
破坏、压迫或梗阻。除了上述局部症
状，约半数患者还可能出现发热、盗
汗、乏力、消瘦、食欲缺乏、皮疹、瘙
痒、贫血等全身症状。

邢台县一患者：引起淋巴瘤的原
因有哪些？淋巴瘤可以治愈吗？有
治愈的希望吗？

原现华主任：引起淋巴瘤的原因
主要有：病毒、细菌、物理因素、化学

因素、免疫因素，目前有两种病毒很
明确与淋巴瘤有关，即EB病毒和人
类T细胞淋巴瘤／白血病病毒。

对于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套细
胞淋巴瘤、伯基特淋巴瘤等侵袭性淋
巴瘤有临床治愈可能，建议针对病理
类型积极规范化疗以求长期生存。
美罗华是第一个应用于临床治疗的
免疫靶向治疗药物，尽管价格昂贵，
但该药使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的治
疗 有 效 率 和 总 生 存 率 都 可 提 高
15%～20%。与传统化疗药物不同，
该药对血液系统和肝肾功能的毒性
较小，已经成为我们治疗B细胞型非
霍奇金淋巴瘤的一线用药。

淋巴瘤治疗结束后不能掉以轻
心，仍然需要定期复查，包括 CT、
MRI、PT-CT 等影像学检查以及骨
髓象等检查。患者治疗结束后前两
年复发的风险比较高，复查的频率要
高一些，通常 3～4个月复查一次，两
年后可半年复查一次，五年后可改为
每年复查一次，坚持终身。虽然通常
把治疗后五年不复发作为肿瘤治愈
的判断标准，但不同类型淋巴瘤之间
的差别比较大。

只有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淋巴
瘤，并接受合理的血液专科治疗，才
能够将它治愈。

正确认识治疗淋巴瘤
——邢台市第一医院、市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原现华答患者问

近年来，我国癌症的发病率正

呈逐年上升趋势。研究表明，癌症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5 年存活率

80%-90%，因此，防癌体检筛查及

其重要。日前，邢台市第一医院（市

肿瘤医院）防癌体检科正式成立，是

目前我市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开展肿

瘤专业体检筛查的科室。

邢台市第一医院（市肿瘤医院）

是我市唯一一所市级肿瘤医院，邢

台市抗癌协会、邢台市肿瘤研究所

所在地，拥有国家级肿瘤各专业委

员 20 余人的诊疗团队和世界先进

的肿瘤筛查设备，在肿瘤的早诊、早

治等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可

以提前发现早期肿瘤或癌前病变，

为我市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

(张 军)

邢台市第一医院防癌体检科正式成立

红薯属于番薯大家庭的一员，
但跟土豆没啥亲戚关系。虽然同是
薯类，但两者有很多的不同：番薯
的叶子，嫩的可以炒着吃，老的可
以当饲料，而土豆的叶子有毒；番
薯发芽只是影响味道，而土豆发芽
有毒；番薯跟牵牛花和空心菜同属
旋花科，而土豆则是茄科，近亲是
茄子和西红柿。同样，番薯跟山药
和芋头也八竿子打不着，山药是薯
蓣科，芋头是天南星科。再顺便趣
味科普一下，赵树理的“山药蛋
派”其实还是土豆，叫山药蛋为的
是朴实亲切，毕竟如果叫“土豆
派”或是“薯条派”，实在是太像某
蛋黄派的感觉了。

番薯能帮人类度过那些饥荒的
岁月，全要靠它顽强的生命力。别
看番薯是土里长的，却不是土生土
长的，一个“番”字彰显了洋气的
身份。它祖籍美洲，跟着哥伦布到
了欧洲，又被葡萄牙人带到了非
洲，跨过太平洋群岛传到了亚洲，

以自身超强的适应力和繁殖力，最
后几乎征服了全世界。

食不果腹的时候，番薯是薯豆
半年粮；酒足饭饱以后，番薯成了
一道甜品；如今追求养生成了时
尚，一些人又把它变成了“健康食
品”。事实上，那些号称番薯有抗
癌、抗衰老、减肥、有助于恢复心
血管健康功效的说辞，基本就是在
忽悠。

番薯是有膳食纤维，但每 100克
中也就有 1.3 克，远不如魔芋粉的
74.4 克，麸皮的 31.3 克；番薯里是有
VC，但每 100克中有 25毫克，远不如
猕猴桃62毫克，草莓47毫克，更不如
几块钱一瓶的VC片。没错，紫薯有
花青素，但也没比茄子皮好多少，根
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了解了真相，就决定扔掉手里
热乎乎的烤红薯？其实，吃食物的
时候好好地享受营养和美味就好
了，人家又不是药，干吗总惦记着
有什么功效。

“吃红薯”那些事儿

治愈颈肩腰腿痛并不难 找对医生是关键
——访泽民中医韩泽民大夫

走在大街小巷经常听到有人议
论，腰腿痛不好治，治来治去效果都
不好，花了不少冤枉钱，现在都失去
治疗信心了。为此，记者我走访了泽
民中医的韩泽民大夫。

据韩泽民介绍，他在解放军 301
医院工作多年，一直从事颈肩腰腿痛
的治疗和研究工作。在 90 年代，用
传统疗法治疗颈肩腰腿疼效果也不
是太好，后来，在王福根教授带领下，
研究出一套寻根求源治疗颈肩腰腿
疼的保守疗法，此疗法不用手术，而
且有手术的治疗特点，治愈后不易复
发。经过十几年的大量患者验证，疗
效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03年军队
颁发医学科技一等奖，填补了医学史
上颈肩腰腿痛不易治愈的空白。

韩泽民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
高尚。每位患者就诊时总是细心检

查，筛选治疗，能治疗的就治疗，不能
治疗的绝对不治疗，不让患者花冤枉
钱，更不能耽误患者病情。

韩泽民大夫在治疗腰椎间盘突
出、腰椎滑脱、腰椎管狭窄、术后腰间
盘突出、膝关节疼痛、骨质增生、腱鞘
炎、网球肘、足跟痛、颈椎病、肩周炎、
偏头痛、神经性头疼、头晕、强直性脊
柱炎、股骨头坏死等颈肩腰腿疼有特
效。此外，泽民中医利用苗族秘方治
疗各种胃病和痔疮效果显著。

泽民中医门诊是卫生局批准的
正规医疗单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批准的市医保定点单位。（韩泽民
大夫每天上午看病）

电话：0319-3304839
13082009809

地址：邢台市中心汽车站售票厅
斜对面二楼泽民中医门诊

声 明
李俊敏因不慎将女

儿陈知临的出生医学证
明 丢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Q130595440，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