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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
贵 通讯员 肖 向 荣 刘 彬
实习生 唐洁） 8月27日下午，
邵阳扬子巴士公司的 30 多名公
交车驾驶员在市脑科医院心理
专家的指导下，通过心理健康讲
座、观看心理短视频、心理健康
评估、心理减压体验等方式，学
会了正确疏导工作和生活中的
心理压力。

固定的行车线路、固定的停
靠站点，公交车驾驶员的工作单
调而枯燥。长时间坐在驾驶室
里，复杂的道路交通状况，川流
不息的乘客带来的嘈杂环境，有
时会遇上堵车，会碰到不讲理的
乘客一顿劈头盖脸的辱骂，让公
交车驾驶员特别容易产生焦虑、
烦躁的情绪。管理不好自己的
情绪，就会成为影响行车安全的
不良因素。

为了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引
导驾驶员们更好地进行自我疏
导缓解压力，努力做到不背思想
包袱“轻装上阵”，市脑科医院第

二党支部联合心理咨询中心，举
办了一场以“关爱公交驾驶员心
理健康，保障市民安全出行”为
主题的心理辅导开放日活动。

在心理健康知识公益讲座
中，市脑科医院院长、心理专家
王瑞见向驾驶员们深入浅出地
讲述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为
大家带来提高注意力的心理治
疗法——正念呼吸法，通过正念
注意力训练帮助大家释放不良
情绪，放松身心。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朱頔以“公交驾驶员的情
绪管理”为主题进行授课，从影
响驾驶员情绪波动的各种因素、
如何正确认识压力、怎样化解工
作和生活中的压力进行分析讲
解，让公交司机师傅了解压力的
来源，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如何释放压力，从而更轻松地工
作和生活。

讲座结束后，公交车驾驶员
逐一进行了心理健康评估、体验
了击打宣泄、呐喊、团体生物反
馈治疗等心理治疗项目。

市脑科医院为公交车驾驶员举办心理辅导开放日活动

把好公交司机心理“方向盘”

▲公交
车驾驶员体
验正念呼吸
法。

◀公交
车驾驶员在
体验击打宣
泄。

很多人都知道益生菌的作用，在感到肠胃消化
不良时，可以食用益生菌来调理。食用益生菌还能
够提高人体免疫力，因此很多家长给宝宝时不时食
用益生菌。不过，益生菌能不能长期食用呢？

专家认为，宝宝长期食用益生菌是不好的，还
可能会对身体发育造成不良影响。根据科学研
究，适当服用益生菌可以维持良好的身体菌群平
衡，从预防孩子肠道疾病的角度来说，添加益生菌
也可以抵抗这部分疾病，发生增强肠道的抵抗力
和免疫力，益生菌也可以保持植物群的平衡，防止
菌群失衡引起腹泻等问题。但家长一定要明白，
益生菌虽好，但不能长期吃。长期服用益生菌有
时候也会产生依赖性，而且作用也会比之前相应
降低。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同的益生菌组合作用不
同，因此家长们在为孩子选择益生菌的时候，要在
医生的指导下合理更换。益生菌的活性在低温下
才可以有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在冲泡益生菌的时
候温度不要太高，40度以下才更好。冲泡好以后
的益生菌要及时给宝宝服用，才能发挥益生菌的更
大作用。

（市妇幼保健院儿科 李文洁）

宝宝不宜长期食用益生菌

心脏疾病是老年人的高发疾病，但
它并不专属于老年人，有些类型的疾病
在年轻人中的发病率不比老年人低。
由于年轻人全身器官处于最佳状态，在
疾病早期往往因为代偿能力强，因此症
状不明显或能耐受。一段时间后，“小
毛病”会磨成“大问题”，甚至引发更大
的问题，最后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么，哪些心脏疾病是年轻人需要
特别注意的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心血管外科张晓慎主任通过一个真
实病例给年轻人敲响警钟。

心房缺损引发瓣膜感染

陈女士是一位年轻妈妈，孕期突
然有一段时间持续发冷、发热，经过一
段时间治疗后症状依然反复，而且越
来越没力气，呼吸越来越喘，遂至医院
就诊，检查发现心房面有一个缺损，而
二尖瓣同时又有重度反流。她的症状
正是因为心脏受感染，瓣膜受侵蚀引
起的心力衰竭。

医生追问病史时，陈女士才想起，
以前体检时医生曾提醒她心脏有点杂
音，建议她进一步去医院检查，但她未
觉得有任何不适，也就不了了之。其
实，当时医生发现的心脏杂音就是心房
里存在缺损，医学名词为“房间隔缺
损”，属于先天性心脏病，而感染性心内
膜炎的发生，很可能跟这个先天心脏畸
形有关，心脏畸形使得血液容易在心脏
淤积，从而感染心脏。最终陈女士得到
有效手术及药物治疗后得以康复，但瓣
膜因侵蚀严重而需替换人工瓣膜，腹中
胎儿也主动放弃流产了。

陈女士这类病例不在小数，疾病初
期没有对问题产生足够重视，如果当初
及早治疗“房间隔缺损”，就可以很大程
度避免后面的心脏感染，瓣膜也不会因
感染而被侵蚀了。

这些心脏病 年轻人多发

张晓慎提醒，部分心脏疾病多发于
年轻人，如果得到足够重视，及早治疗，
通常治疗效果都很好。

先天性心脏病：
先天性心脏病占各种先天畸形的

28%，虽然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在婴儿时
期或者儿童时期就得到治疗，但由于医
疗水平的地区差异，以及一些疾病早期
症状并不明显，因此有部分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的病人成年了依然不知道自己
有先天性心脏病，部分患者即使知道也

因为症状不明显而并没有重视。但是，
此类疾病到后期出现症状的时候，疾病
往往已经发展至对心、肺都有较大损
伤，且损伤难以完全恢复。

心脏瓣膜脱垂性疾病：
心脏有四个瓣膜，通过开合使血液

在心脏缘一个方向流动，当瓣叶脱垂就
使瓣膜闭合不严，引起瓣膜反流，部分
血液就会不往前流动而返流进心脏。
心脏逐渐出现负荷过重而引起胸闷、气
促、下肢水肿等症状。在疾病早期，瓣
膜脱垂是有很大机会可以修复的，但疾
病后期的瓣膜破损严重，修复难度很
大，甚至可能要切除换人工瓣膜，需要
终生吃药。由于年轻人代偿能力强，在
疾病早期可能症状并不明显，而出现症
状往往是在瓣膜脱垂比较严重的时候。

感染性心内膜炎：
细菌随血液进入心脏，并在心脏停

留侵蚀心脏组织，引起心脏感染。感染
心内膜炎的病人有比较大比例的病人本
来就存在心脏结构性疾病，例如前面介
绍的两类疾病，存在这些疾病使得病人
带细菌的血液在心脏停留时间更长，细
菌就更容易黏附在心脏引起感染。一旦
感染，可能引起的并发症很多，甚至会带
来永久性的后遗症。如本来就存在心脏
疾病的患者，出现持续的发热、胸闷、气
促，及早就医是减少并发症的最有效方
法。当然，有心脏疾病的病人，早期治疗
是预防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最有效手段。

病毒性心肌炎：
病毒感染后随血液进入心脏后发

生心肌的炎症性疾病。它早期症状和
普通病毒感染症状类似，如发热、全身
酸痛、乏力，后期出现胸痛、胸闷、呼吸
困难等心功能下降症状。治疗上也没
有特异治疗，轻症可以休息和对症治疗
后自我康复，重症则可能需要用到心脏
辅助装置治疗。

年轻人如何早发现心脏问题？

张晓慎提醒，首先，症状上，心脏的
疾病很多都会有胸闷、心悸、胸痛、呼吸
困难等症状，如果有以上症状，都应该
排除一下是否有心脏问题。

第二，听诊。听诊是很简便的辨别
结构性心脏病的方法，如果在心脏周围
听到有别于其他人的声音，可以进一步
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明确诊断。

第三，家族史。如果家里的近亲，
曾有过心脏问题，因为某些心脏病有遗
传倾向，应该预防性的检查下心脏排除
心脏问题。

注意！这些心脏病“青睐”年轻人
张青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谢
力 刘璐） 8月25日下午，市卫健委、市生物安全
委专家组对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检验科PCR实验室
生物安全备案进行检查评估，评估专家组一致认
为，该实验室完全符合国家PCR实验室行业标准，
准允通过生物安全备案验收。

据悉，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提
升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满足诊治、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的迫切需要，按照国家、省、市卫健委要求，该院
于2020年4月启动二级生物安全PCR实验室建设
工作。

该院成立了由院主要领导为组长，检验科、设
备科、院感科等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建设小
组，按照PCR实验室建设标准分解落实到每个责任
人，逐项完成PCR实验室专技人员省级培训、设备
购置与安装、场地设计布局、装修工作等。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PCR实验室通过验收

新华社8月30日电 （记者 田晓航） 被称
为“生命健康第一杀手”的癌症令人闻之色变，但如
果能早点找出这个“杀手”，它便难以“行凶”。列入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恶性肿瘤筛查早诊的液体活
检技术研发及评价研究”项目日前在京启动，助力多
癌种早筛关键技术突破。

“早筛早诊是降低恶性肿瘤死亡的最有效途
径。”项目负责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主任王洁教授说，高通量液体活检是实现癌症早
筛早诊的突破口，但目前这项技术的研究面临检
验灵敏度不足、缺乏液体活检的高特异性的分子
靶点等瓶颈。

记者在项目启动仪式现场了解到，该项目为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研
究”重点专项支持项目，目标是重点突破恶性肿瘤
筛查及早诊早治液体活检关键技术，构建高灵敏
度、高特异性、高效经济的恶性肿瘤液体活检早诊
技术体系，开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筛查/早
期诊断试剂盒，并针对肺癌和消化系统癌症在大规
模多中心前瞻性队列中验证其有效性。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副主
任刘骞认为，通过抽取外周血检测肿瘤细胞释放
到血液中的游离 DNA，可以提高早期癌症和癌
前病变的检出率。“随着技术不断完善和发展，
这种方法完全有可能达到和侵入性检查相近的
灵敏度和特异性，同时做到操作简便、无创、流
程标准化”。

“我国恶性肿瘤患者到医院就诊往往偏晚。”中
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在项目启动
仪式上说，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的研究应该更加深
入、普及和实用，使患者获益。

助力癌症早期发现
我国启动恶性肿瘤筛查早诊技术研发项目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顾婷 龚平） 近期，
市妇幼保健院按照市妇联、市卫健委要求，认真做
好全市贫困适龄妇女“两癌”初筛及复筛工作。截
至8月26日，市妇幼保健院共为1200名妇女送去
了健康福音。

“两癌”即乳腺癌和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
两大主要杀手，我国每年新发乳腺癌27万例，宫颈
癌超过13万例，很多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没病不
用查”，往往延误了病情。为保障女性健康，自7月
27日开始，市妇幼保健院持续开展贫困妇女免费

“两癌”筛查工作。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井然有序地为妇女们进行

筛查工作，医师仔细询问有关症状，同时向广大群
众进行宣传妇女“两癌”疾病防治知识和筛查的方
式方法、预防性指导保健、安排进一步检查和转诊。

参与本次“两癌”筛查的刘阿姨表示：“妇幼保
健院开展的‘两癌筛查’实在太好了，医生们热心细
致、体贴周到的服务让我感动。”

“两癌”筛查，惠及你我

市妇幼保健院扎实开展“两癌”筛查工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申伟
红） 近日，身患肿瘤的罗大爷因买不到抗肿瘤药
物，四处寻药无果，心急如焚。在邵阳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药品仓库管理员韦国建的帮助下，罗大爷如
愿买到了药品。

罗大爷是该院血液肿瘤科的住院病人，8月25
日，他早早地到该院药房仓库旁等候，面露焦急之
色，一看到韦国建连忙凑上前询问并说明自己的来
意。原来罗大爷住院期间用了抗肿瘤药来曲唑片，
这段时间断药了，医院开不到药，所以他跑到药品
仓库询问。

韦国建大概了解他的来意之后，给他详细解释
了这个药品供应渠道问题。原来这个药几个月都
是货源稀缺，查了入库系统也显示货源不足。

跟罗大爷一番攀谈之后，韦国建决定排除困难
帮助罗大爷找药。几经辗转和周折，询问了多家医
药公司无果，但他并没有放弃，守着电脑，微信上不
知道联系了多少人，终于有一家公司做出了回应：
可以发一点货来！得到回复后，他立即告诉罗大爷
这个好消息，并安排马上发货。罗大爷看着韦国建
为自己的事这么热心负责，感动不已。

热心药师辗转购药帮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