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因诊断!!!耐药结核菌的"杀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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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传染病医院检验科开展的结

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诊断! 可快速筛选

出耐多药结核病患者"

!"#$%&'

# 近年

来!随着抗结核药物不规范应用等因素!

耐多药结核病人逐年增加#高治疗成本$

长治疗周期$低治愈率成为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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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难题#而传统方法漫长的检测

周期延误了治疗时机! 增加了传染的几

率# 周口市传染病医院检验科采用荧光

()#

探针熔解曲线技术!可在
*

小时内

快速锁定
+,-&

$

)./0

和
1234

等多个基

因突变区!早期诊断耐多结核病患者!为

临床早期建立合理的抗结核化疗方案提

供理论依据# !王晓艳"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惠及全市重症结核病患者

周口市传染病医院!

!!!!!!

周口市传染病医院 "周口市结核病防治

所% 结核病区是医院特色科室之一! 现有现

有
5

个普通病区! 一个重症监护病区! 开放

病床位
678

张# 本院有高级职称
9

人! 中级

职称
67

人# 科室设施齐全! 为患者提供温

馨$ 舒适$ 整洁$ 优美的住院环境# 开展

&以病人为中心' 的医疗服务工作及优质护

理服务! 收费合理! 周口市传染病医院是

全市结核病患者理想的医疗机构#

周口市传染病医院结核病区主要为各型

肺结核$ 结核性胸膜炎$ 结核性腹膜炎$ 结

核性脑膜炎$ 支气管内膜结核$ 肺结核并大

咯血$ 气胸$ 难治性肺结核$ 耐多药肺结核

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经过临床医护人员

多年的努力探索及总结研究! 在临床诊断$

治疗$ 护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结核

性胸膜炎$ 淋巴结核$ 支气管结核$ 骨结

核$ 肠结核$ 结核性脑膜炎等的诊断及治

疗! 尤其是对大咯血$ 自发性气胸$ 慢性肺

原性心脏病$ 慢性呼吸衰竭等危重病症的抢

救治疗及耐药性结核$ 包裹性胸腔积液$ 顽

固性气胸的治疗方面有独到之处! 处于全市

领先水平# 多种化疗方案配合免疫调节及雾

化吸入疗法治疗初$ 复治肺结核! 电子支气

管镜检查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术$ 刷检术$ 活

检术! 支气管镜直视下局部介入化疗药物治

疗空洞! 难治性肺结核和支气管结核! 局部

药物介入治疗包裹性胸腔积液$ 顽固性气

胸$ 结核菌快速培养及耐药菌株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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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等诊疗技术! 大大提

高了呼吸系统疾病的确诊率及空洞型肺结核$

耐药性肺结核的治愈率#

医院还聘请肺结核著名专家$ 中国防痨

协会理事$ 省胸科医院主任医师刘新每月来

我院定期查房$ 会诊# 并开通了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 全国结核病远程医

疗咨询及培训系统! 不出周口就可享受北京

专家的服务# 在周口市传染病医院看病的结

核病患者! 可以享受到我国一流结核病专家

的诊治# 医院提供实时在线的远程会诊$ 远

程培训和远程会议服务! 是全国结核病领域

最有影响力的远程会诊及培训平台# 系统的

开通在提高医院医护人员技术水平的同时!

更是为疑难病患者提供了医疗咨询! 及时有

效地解决疑难疾病诊治! 减少了患者四处奔

波$ 异地求医的烦恼! 减轻了患者痛苦和经

济负担#

医疗服务质量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命

脉! 结核病区全体医务人员将进一步强化质

量管理! &以病人为中心! 以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为主题'! 坚持把追求社会利益! 维护

群众利益!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放在首位! 不

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 使医疗服务更

加贴近群众$ 贴近社会!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优惠政策护航 结核患者受益

!!!!!!

周口市传染病医院 "周口市结核

病防治所% 是市卫生局指定的全市重

症结核病患者收治单位! 全市结核病

患者可享受该院以下优惠政策(

6:

为确诊肺结核患者提供免费一

线抗结核药品)

*:

为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免费拍胸

片一张 "

*7

元%! 免费痰涂片检查
5

次)

5:

治疗期间每人减免复查胸片一

张"

*7

元%)

;:

治疗期间每人减免血$尿常规

和肝功能检查费用
688

元)

7:

对急重症必需住院治疗的肺结

核患者!每人每天减免床位费
<

元!每

人可减免一次住院的床位费 "不超过

58

天%#

对耐多药肺结核患者可申请新农

合大病救助!住院期间不设起付线$不

受药品限制 !

=8>

进行补偿 ! 限额

65888

元# 出院后的耐多药肺结核患

者! 门诊实行
98>

补偿! 限额
*88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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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酸增高主要见于痛风! 但少数痛风患

者在痛风发作时血尿酸测定正常# 血尿酸增高

无痛风发作者称为高尿酸血症# 检查后!如果

一次血尿酸测定结果偏高!最好再复查一次!因

为尿酸受饮食和药物的影响很大#

检测尿酸以前!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一$病人应在清晨空腹状态下抽血送检#严

格地说! 病人在抽血的前
5

天应避免高嘌呤饮

食!如海鲜$动物内脏# 并禁止饮酒$避免剧烈

运动!如奔跑$快速登楼$负重或挑担等!因为剧

烈运动可使血尿酸升高#

二$避免可导致尿酸增高的药物# "

6

%利尿

剂(呋塞米和氢氯噻嗪等利尿剂!以及含有利尿

剂的降压药!这类药物会降低肾脏排泄尿酸的

能力!引起尿酸的升高!从而引起或诱发痛风#

"

*

% 部分抗高血压药(

!

受体阻滞剂如美托洛

尔$ 钙离子拮抗剂如硝苯地平$ 氨氯地平等!

都可使肾血流减少! 尿酸排泄减少 ! 从而引

起或诱发痛风 #

5

% 阿司匹林 ( 阿司匹林对

尿酸代谢具有双重作用 # 大剂量阿司匹林

"

?5

克
@

天 % 可明显抑制肾小管对尿酸的重

吸收 ! 使尿酸排泄增多) 中等剂量阿司匹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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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

天% 则以抑制肾小管排泄尿酸为主)

虽然小剂量阿司匹林 "

A8:7

克
@

天% 对尿酸作

用的研究不多 ! 但临床已经发现
=7B5*7

毫

克
@

天用量的阿司匹林能损害老年人肾功能和

尿酸清除能力! 而小剂量阿司匹林已被心脑血

管患者广泛应用! 特别是老年人# 因此! 应该

警惕小剂量阿司匹林对老年人所造成的损害#

同时! 痛风急性发作时! 也应避免应用阿司匹

林# "

;

% 抗结核药( 结核患者久用吡嗪酰胺

和乙胺丁醇! 而不合用利福平时! 多数患者会

出现血尿酸升高! 也常常诱发痛风# 吡嗪酰胺

和乙胺丁醇都会抑制尿酸的排出而升高血尿

酸! 但利福平对吡嗪酰胺引起的关节痛有较好

的疗效! 可能与利福平抑制尿酸的吸收$ 加速

尿酸的排泄有关# "

7

% 免疫抑制剂( 典型的

药物是环孢素# 一些风湿免疫科的患者! 以及

接受器官移植且服用环孢素的患者也是痛风的

高危人群! 尤其肾功能不全的换心或换肾的患

者更不容易控制尿酸# 这是因为环孢素会减少

尿酸的排出# "

C

% 部分抗菌药( 喹诺酮类氧

氟沙星$ 加替沙星$ 青霉素等抗茵药大多由肾

脏排泄! 但喹诺酮类$ 青霉素等抗菌药的排出

多会影响尿酸的排出! 使体内尿酸水平升高#

"

=

% 降脂药( 烟酸是降脂药中常用的药物! 它

虽然具有良好的降脂作用! 但它兼有明显的升

高血尿酸的副作用# !王晓艳"

"传染病救治#协办单位$周口市传染病医院
全市唯一经省卫生厅批准的传染病专科医院

!!

全市肝病!结核病!艾滋病治疗定点医院
电话"

9787<66

#肝病$

9787<*7

#结核病$

9787<9=

#艾滋病$

地址"周口市中州大道北段#市区乘
;

路车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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