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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至8日，陕北论坛暨榆林市
内分泌代谢病学会第五次学术年会在榆
林二院成功举办。

据了解，2016年7月9日至10日，陕
北论坛暨榆林市内分泌代谢病学会成功
举办了第四次学术年会，两年来，学会许
多专家通过授课、查房、义诊等多种形
式，积极支持基层内分泌工作。本次年
会由榆林市携手延安市内分泌学会在榆
林共同举办陕北论坛。本次活动邀请了

全国内分泌糖尿病领域著名专家，讲述
大家关心的临床热点和专题研究报告，
是一次国家级水准的，体现内分泌专科
特色的学术会议，将推动陕北地区内分
泌学科的发展，助推陕北地区糖尿病、内
分泌代谢病诊疗水平的提高，更好地为
广大患者解除病痛。

榆林二院副院长贺波在致辞中表示，
榆林二院内分泌科为榆林市唯一申报国
家临床重点学科的专业，部分诊疗技术达

到省内、国内先进水平。得益于各大名院
专家们的倾心帮扶和鼎力相助，专家每一
次的到来都是榆林二院管理持续改进、医
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优质医疗资源持续
下沉、广大患者高度受益的良机。榆林和
延安俩兄弟学会携手，隆重举办陕北论坛
暨榆林市内分泌代谢病第五次学术年
会。既是上级领导对榆林二院的厚爱和
鞭策，更是榆林二院加强对外交流合作、
全面提升内分泌代谢病专科服务能力千
载难逢的发展良机。

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
医院贾伟平教授、上海长海医院邹大进教
授、北京协和医院肖新华教授、浙江大学
附属邵逸夫医院李红教授、空军大学唐都
医院焦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第
六人民医院周健教授、空军军医大学西京
医院姬秋和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高静教授、北京协和医院袁群生教
授、北京协和医院陈永辉教授、延安大学
附属医院李社莉教授、榆林市第二医院牛
建生主任分别发表题为《中国糖尿病防控
的思考及创新实践》《能量代谢和胰岛功
能决定2型糖尿病的治疗策略》《妊娠糖
尿病的诊治进展》《妊娠甲亢诊治新进
展》《酮症酸中毒诊治难点解析》《血糖监
测方法及临床合理应用》《胰腺外分泌异
常与糖代谢》《内分泌高血压的诊治》《糖
尿病肾病诊治新进展》《分化型甲状腺癌
的碘131清甲、清灶》《糖尿病租诊疗实
践》《内分泌代谢诊治启发》的一流专业学
术演讲。

7月7日，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西
部行暨红色之旅白求恩健康公益行走进
榆林二院开展义诊、培训、健康宣教。
榆林市副市长杨东明、副市长诸宏明、
榆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惠德存
等出席。本次活动由中华医学会糖尿
病分会和白求恩公益基金会主办，榆林
市二院承办。活动中，来自上海、浙江、
北京、西安的糖尿病专家为榆林糖尿病
患者开展义诊、培训、健康科普讲座，并
向广大糖尿病患者赠送糖尿病防治书
籍《糖尿病防治路上指南针》《糖尿病防
治中的新鲜事》。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主任委员贾
伟平教授在致辞中说，为了实现国家的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推行健康中国
行，让广大百姓共享国家医改成果，中华
医学会糖尿病分会联合白求恩公益基金
会举办了本次西部行暨红色之旅白求恩
健康公益行。她说，“榆林是革命老区，
我们了解到，榆林市二院非常重视白求
恩精神传承，在榆林二院门前就是白求

恩的雕像，与我们的这次西部行、红色之
旅的精神正好吻合。”中华医学会糖尿病
分会学术分部的冯博介绍，中华医学会
是一个百年医学会，一直秉持“爱国为
民、崇尚学术，弘扬以德、竭诚服务”的宗
旨，举办本次活动是为了落实党和国家
的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公民的健康素养，
加强慢病的防治，下沉国家优质资源，建
立专科医联体。本次与白求恩基金会举
办的这一活动是一个系列的活动，这次
是走进陕北的延安、榆林，未来还要走进
江西、安徽等革命老区。

榆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副局长、
市医改办主任高治中在致辞中表示，这
是一次汇聚了内分泌专家力量、社会力
量以及公共媒体等多方力量的公益事
业，通过公益平台整合医疗与社会资源，
辅助基层医疗建设，使广大患者受益，特
别是与榆林二院内分泌专业领域的深度
协作，开展学科建设帮扶、疑难重症会
诊、精准扶贫救助等项目，不仅是一场义
诊、一场培训、一次健康宣教，更是播撒

党和政府的民生阳光，是践行医者初心
和医者仁心的高度体现。

榆林市二院副院长贺波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榆林二院内分泌科是红华医学
会糖尿病分会的主委单位，牛建生主任就
是中华医学会的糖尿病分会学术团的成
员之一，是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西部行
暨红色之旅白求恩健康公益行的专家之
一。这次活动对榆林市的糖尿病患者主
要是一个糖尿病知识的普及、宣教、诊
疗。很好地传承了白求恩的医疗服务精
神。同时本次参加义诊的专家是来自上
海、浙江、北京、西安的顶级糖尿病专家，
对于榆林二院内分泌科来说是一次很好
的学术交流机会。另外，北京协和医院的
肖新华教授每月都来榆林二院一次，在二
院坐诊、会诊、查房。这都是将国家级、省
级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享受到的医改成
果。除了内分泌科，榆林二院还在骨科、
消化内科、儿科等科室不断开展类似的活
动，让榆林的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
医疗服务。

7月8日，榆林市变态（过敏）反应诊
疗中心在榆林二院挂牌成立，榆林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麻宝玉向榆林市二院副院
长、榆林市过敏性鼻炎防治课题组组长贺
波授牌。市政府副市长杨东明、市政协副
主席贾正兰等领导出席授牌仪式。

7月8日，是第14届世界过敏性疾病
日，也是榆林市过敏性鼻炎防治宣
传日，榆林市在世纪广场举办以“世
界过敏日，榆林在行动”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过敏性鼻
炎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西方国家患
病率为8%—16%，我国不同城市中
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为 10%—
24%，给广大鼻炎患者身体健康造
成威胁，属世界难题。榆林作为过
敏性鼻炎高发区之一，具有明显的
季节性和地域性，发病季节主要集
中在七、八、九月份，发病人群主要
分布在北部风沙草滩区，除与榆林
地处毛乌素沙漠南缘、年降水量少、
气候干燥等自然因素有关外，还与
个人的过敏体质和个体的生活方式
有关。对此，榆林市委、市政府和各
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群策群力，从

“防”着眼，“治”上下力使过敏性鼻
炎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针对近
年来我市过敏性鼻炎在季节高发现
状，专门成立了全市过敏性鼻炎防
治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讨
论和部署全市过敏性鼻炎防治工
作，组织专家赴北京、内蒙古等地考
察，学习借鉴其他地区过敏性鼻炎
防治先进经验和做法，制定了《榆林
市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方案》，纳入
市财政年度预算专项经费，用于购
置过敏性鼻炎防治设备和开展课题
研究。同时，结合榆林市过敏性鼻
炎诊疗需求，我市印发了《关于在二
级以上综合医院成立变态反应科
（门诊）的通知》，在市第二医院建立
榆林市变态反应中心，设立变态反
应科，并纳入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培
育项目，加大政策倾斜和财政经费
支持力度，配齐过敏性鼻炎防护设
备和脱敏药械，引进全国知名专家
指导变态反应专科建设和临床治
疗，发挥传帮带作用，努力提升我市
变态反应专业人员专科治疗水平。在市
内其他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均挂靠内科、耳
鼻喉科设置了变态反应（过敏）门诊，为广
大患者提供临床治疗和咨询宣教服务。

榆林市第二医院副院长贺波表示，
榆林市变态（过敏）反应诊疗中心在榆

林二院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市专科联盟
建设取得又一大进展，特别是在过敏性
鼻炎、过敏性哮喘诊治领域具有里程碑
意义。

贺波介绍，榆林二院成立变态(过敏)
反应中心（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专
科），并纳入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培育项目

加以扶持。中心现有主任医师、副
主任医师、主治医师、住院医师、护
士长、护士各1名，硕士研究生3
名。在医院多学科强大技术支撑
下，目前可开展皮试/点刺试验及
脱敏治疗，引进Uni-CAP100型
全自动过敏原检测仪，进行全定量
血清过敏原检测，对肺功能、呼出
气一氧化氮（FeNO）进行精准检
测，广泛开展电子支气管镜检查
等。并将针对我市过敏性鼻炎、过
敏感哮喘这一常见病、多发病，医
院搭市上“专科联盟建设”快车，全
面提高我市及周边这一领域诊治
水平。在发展定位上，加强与北京
协和医院等顶级专科战略协作，量
身定做对口援建计划，以3至5年
为一个周期，利用3至5个周期，打
造陕甘宁蒙晋交界最具影响力的
变态(过敏)反应中心，使榆林人民
不出市便可享受到一、二线城市的
高品质医疗服务；在协作模式上，
打包引进医教研专家团队，配套
专业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从人
才、技术、学术、管理等方面实现
整建制提升；在学科设置上，与变
态(过敏)反应专科建设前沿接轨，
细化分为治疗室、实验室、脱敏治
疗室、过敏原皮试检查室、体外过
敏原检测室、变态反应专家门诊
及中医变态反应专家门诊；在人
才队伍建设上，明确专业发展方
向和培养预期，对业务骨干派出
深造，对基础人才进行短期轮训；
在机制保障上，按照市上专科联
盟规划和重点学科建设标准，落
实好专科建设有关政策，积极参
与中、省、市过敏反应课题研究，
实现中心可持续发展。

宣传活动现场，清华大学医学
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常智杰教
授，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李友林教授，北京中医药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倪健教授，中日友好
医院博士研究生司东旭，北京中医药大
学博士研究生尹兴斌，清华大学博士研
究生、工程师王银银在世纪广场为榆林
市广大过敏性鼻炎患者义诊。

7月7日，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主任委
员、上海交通大学第六人民医院院长贾伟平教
授向榆林市部分糖尿病患者现场教授如何管
理、控制、防治糖尿病。

授课现场，贾伟平从糖尿病的历史原因、
引起糖尿病的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中国现代
糖尿病加剧的原因、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糖

尿病的诊断、2型糖尿病的综合治疗、正确有效
预防管理糖尿病的五架马车，以及如何防止糖
尿病的并发症等方面做了精彩的、通俗易懂的
讲解，现场糖尿病患者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最
后，她送给糖尿病患者六句预防糖尿病的顺口
溜：一二三四五六七，合理饮食要牢记；三分蛋
白四言句，五百克菜六克盐，七杯开水喝到底。

7月8日，全市过敏性鼻炎防治培训班暨
知识讲座在榆林二院成功举办。榆林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麻宝玉出席，并向清华大学医
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常智杰教授，中日
友好医院呼吸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友林
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倪健
教授颁发聘书。之后一段时间，常智杰、李友
林、倪健三位专家将于每周星期六、星期天定
期不定期在榆林二院坐诊，为全市过敏性鼻
炎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在培训讲座上，清华大学医学院特聘教
授、博士生导师常智杰教授以《人脐带间充质
干细胞治疗过敏性鼻炎实验研究》对过敏性
鼻炎的治愈可能性做了详细的阐述。中日友
好医院呼吸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友林教
授以《从临床实际出发解决过敏性鼻炎问题》
的主题，从中医学理论出发，以中医的临床治
疗手段阐述了治愈过敏性鼻炎的可行性，并
现场以视频的方式展示了中日友好医院临床
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方式和方法。来自榆林市
各医院及榆林市的部分患者认真聆听了两位
教授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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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友林教授为过敏性鼻炎患者义诊。

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麻宝玉向榆林市二院副院长、榆林市过敏性鼻炎防治课题组组
长贺波授牌。

榆林市二院副院长贺波在陕北论坛暨榆林市内分泌代谢病学会第五次学术年会上致辞。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主任委员贾伟平院长

教糖尿病病友如何防治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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