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总结进行全球基金结核病项目在我省
实施的情况袁并对项目实施进行科学准确的分
析评价袁山东省结核病防治中心和山东大学卫
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对全省五地市项
目进展情况及患者随访情况进行调研遥

2014 年 12 月 8 日袁由省结防中心李海涛尧
李荣医师与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
心专家组成的调研小组一行 7 人来聊进行现
场调研遥 根据日程安排袁聊城市为此次调研的
第一站袁 聊城市结防中心提前完成了数据核
查尧定点医院调查尧临床医生及实验室人员调
查等工作袁确保了现场调查的顺利进行遥

根据安排袁此次调研需要联系的患者包括
项目启动至 2014 年 12 月 1 日治疗满 6 个月
的 MDR 或 XDR 患者袁聊城市符合条件的患
者有 150 余名袁针对时间紧尧任务重的实际情
况袁 市结防中心工作人员放弃周末休息的时
间袁 反复多次联系每一位符合条件的患者袁督
促其到市结防中心接受访谈袁为现场调研提供
了真实准确的第一手信息

省专家组通过对患者病案信息尧 社会学尧
人口学和经济学信息尧患者管理尧患者费用负
担情况尧患者对全球基金耐多药肺结核项目的
反应性评价等方面的现场访谈袁为进一步对全
球基金项目实施以来的一个全面的尧系统的评
估与总结搜集了第一手资料遥

市结防中心副主任丁登森在接受关键人
物访谈时指出袁 全球基金结核病项目的实施袁
为我市引入了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尧准确的实
验室诊断技术尧全新的诊疗服务理念以及新型
跨区域肺结核患者管理机制袁促进了我市结核
病防治野十二五规划冶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袁补充
了地方耐多药结核病防治经费的不足袁加强了
市县两级结防机构的能力建设袁同时还推动了
全市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袁带动了全市耐多药
结核病的科研进程袁但也存在着一些阻碍项目
流畅运转的问题遥 全球基金项目结束后袁我市
将耐多药防治的先进经验灵活运用到常规耐
药防治工作中袁并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及时纠正袁确保耐药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健康
和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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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抓好 叶全国结核病防治

野十二五冶规划曳和鲁政办发[2012]74
号文件的贯彻落实袁进一步加强全省

结核病防治工作袁11 月 3 日袁山东省
卫计委结核病防治督导小组一行 7
人来到聊城市肿瘤医院督导检查全
市结核病防治工作遥聊城市卫计委党

组成员尧 市疾控中心主任赵金星尧市
卫计委疾控科科长刘庆华和市肿瘤
医院院长尧市结防中心主任付春生等

陪同检查遥
督导组通过听取汇报尧 查阅资

料尧现场检查尧座谈会等方式袁对聊城
市结防工作进行全面督导检查遥在听

取了市肿瘤医院工作汇报后袁督导组

专家重点查看了我市结核病防治野十
二五冶规划落实的具体情况尧耐药结核

病防治工作以及实验室建设等工作遥
通过检查袁督导组充分肯定了我

市结核病防治工作取得的成绩遥一致
认为袁聊城市结核病防治工作成绩显

著袁亮点突出袁全球基金结核病项目
的实施袁为全省乃至全国耐药结防工
作提供了经验支持曰 所辖八县 渊市尧
区冤结防机构在全省率先开展结核菌
痰培养工作袁市县两级分别开展了以

线性探针和 GeneXpert 技术为代表
的新型实验室诊断技术袁大幅提升了

实验室诊断水平曰耐药结核病患者纳

入农合等医保及重大疾病范畴袁极大
的减轻了患者经济负担袁结防工作总

体水平走在了全省前列遥
近年来袁聊城市通过充分落实政

府承诺袁加强项目管理袁强化保障措
施袁 积极提升结核病的防治能力.在
今后的工作中袁我市将以落实结核病
防治野十二五冶规划为工作契机袁全面
提升结防工作水平袁为保障全市人民

的健康保驾护航袁为野健康山东冶做出

自己应有的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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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助结防袁传递正能量

1972 年袁 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

沙的马王堆发掘了一座西汉古墓遥 这座

深埋于地下深处的古墓袁在层层密封的 6
层棺停(gu侬)内袁竟然还完整地保存着一

具没有腐烂的女尸遥 医学工作者对这具

2100 年前埋葬的女尸进行了周密详尽的

病理解剖袁 结果在肺组织中找到了清晰

的肺结核的病变遥
在非洲的埃及袁 很久很久之前有着

一种风俗袁 他们把死去的统治者要要要法

老的尸体袁 用贵重的香料和树胶紧紧封

缠起来袁然后把他放进金字塔里遥 由于香

料的防腐和树胶的隔绝空气作用袁 尸体

会干化成野木乃伊冶而保存下来遥 就在这

些古老的木乃伊骨骼上袁 医学工作者发

现了结核病侵袭的痕迹!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院 自古以来结核

病就是人类的大敌遥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袁
不知有多少人丧生在结核病的手中遥

由于结核病是悄悄地尧 在不知不觉

中让人传染上的袁 同一家族中往往不止

一个病人遥 所以袁人们曾经以为它是一种

遗传病遥 当然袁也有人认为它很可能是一

种传染病遥 但因为大家一直找不出病因袁
也就无法确证这一点袁 也无法给病人以

有效治疗遥
在征服结核病的道路上袁 德国的细

菌学家科赫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遥
1882 年袁 科赫通过采用动物胶板培

养基和色素染色法等新技术袁 发现了害

人的结核杆菌遥 他还从结核杆菌的培养

液中提取出结核菌素袁 这种药可被用来

检查是否染上了结核病遥
第二步是德国医学家贝林跨出的遥
贝林在抗毒素血清治疗袁 特别是运

用血清治疗法防治白喉和破伤风等病症

方面有过出色的功绩遥 为此袁 他获得了

1901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袁 这是

这一领域里首次颁发的诺贝尔奖遥 不幸

的是袁 刚满 50 岁的贝林因劳累过度袁染
上了肺结核病遥 这种病在当时就如同今

天的癌症一样袁被视为是一种绝症遥
然而袁贝林并没有卧

床休息袁他又开始研究结

核病了遥他想把自己生命

的最后时刻袁用来征服这

个千百年来一直折磨着

人类的恶魔遥 不久袁研究

工作就有了进展袁贝林发

明的牛结核菌苗袁效果良

好袁各国纷纷采用遥 可结

核菌加快了它们的进攻袁
1917 年 3 月 31 日袁贝林

因结核病而去世遥全世界

为失去这位伟大的学者

而感到无比的悲痛和惋

惜院他研究结核病已到了关键时刻袁人们

原寄希望于他取得重大突破的遥
贝林去世后不久袁 人类掌握了结核

病的预防方法袁 这被认为是征服它的第

三个里程碑遥
科赫发现结核病菌后袁曾提出院结核

病患者含菌的痰液吐到了阴暗角落里袁
干燥后病菌可随灰尘漫天飞舞袁 被行人

吸入肺里就会染上病袁 所以大家都不要

随地吐痰遥
本世纪初袁 两位法国科学家卡尔默

和介云袁 经过 13 年 230 次的传代培养袁
使原先毒力很强的牛结核菌株袁 变得没

有毒力了遥 用这种无毒的菌株接种在牛尧
马尧羊尧鼠身上袁它们都没有染上结核

病袁反而产生出强大的免疫力来对付

结核菌遥
1921 年袁 巴黎大学的魏尔麦教授首

次将这种无毒菌株接种到一个小儿身

上袁 观察 6 个月证明小孩子健康无恙遥
1924 年袁 他又用同样的方法给 317 名儿

童接种袁也证明对人体无害遥 于是这种接

种法逐渐推广开来袁迄今为止袁这仍是预

防结核病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遥 我们的读

者恐怕都打过这种预防针的袁这就是野卡
介苗冶遥 人们起这个名字袁是为了纪念卡

尔默和介云两人的重大贡献遥
可是袁 如果已经得了结核病怎么办

呢?要知道袁结核杆菌可是非常凶恶尧顽

固的袁 就连弗莱明发明的神奇的青霉素

也拿它无可奈何遥 野发明一种新的可以制

服它的抗菌素出来! 冶许多医学工作者在

为这个目标进行着努力袁 美国细菌学家

华斯曼就是其中勤勉的一个遥
华斯曼准备了好几百个培养皿袁把

结核菌接种在一个个培养皿上袁 然后又

从世界各地采集了许许多多的泥土标

本遥 他知道土壤是微生物安居乐业的一

个大本营袁即使是米粒大小的一块泥土袁
也混杂了成千上万的细菌和霉菌遥 华斯

曼深信袁在这么多的泥土标本中袁是一

定能够找到一种可以消灭结核菌的抗

菌素的遥
华斯曼把一份份泥土袁 一一放在结

核菌生长着的培养皿上袁 然后每天观察

着培养皿上的变化袁看看有哪一个培养

皿里的结核菌会被泥土里的霉菌 所

溶化遥
已经有好几百种土样被试验过了袁

却毫无收获遥 华斯曼又从南美洲尧 从亚

洲尧从澳洲和欧洲袁取来了更多的泥土

标本遥 现在袁分析的泥土已累积到 1000
多份了遥

1944 年的一天袁 华斯曼终于在显微

镜下看到了他期待已久的溶菌现象袁能

够杀灭结核菌的霉菌终于从泥土标本中

找到了! 华斯曼立即把它分离出来袁经过

一系列鉴定和分析袁 确定了这是一种灰

色链霉菌袁 它所分泌的一种能够抑制结

核菌的抗菌素袁就是链霉素遥
过去袁 人们得了结核病只有死路一

条袁 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如鲁迅尧肖

邦尧别林斯基等袁都是被它夺走生命的遥
现在袁它不再是一种绝症袁甚至不再是一

种可怕的疾病了要要要人类在征服结核病

的接力赛中袁完成了最重要的一环!当然袁
当人们发明了比链霉素更重要的药物

野雷米风冶要要要异烟肼以后袁 这种特效药

品使结核菌再也难以肆虐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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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结核病控制
生 活 园 地

妈妈，你怎么哭了
妈妈袁我是豆豆袁你去哪里了啊袁我好

想你啊浴 爸爸和奶奶都说你去远方打工

了袁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遥妈妈袁远方有多

远啊钥 我想去找你袁奶奶说袁我太小袁等我

长大了你就回来了袁可我都五岁了袁在幼

儿园都上大班了袁为什么你还不回来呢钥
妈妈袁隔壁妞妞跟我成同学了袁每次

放学的时候袁妞妞的妈妈都会抱着妞妞亲

亲袁你好久好久没抱过我了袁好像还是去

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你抱了我一小下袁当时

你还带着口罩袁我让你亲亲我袁你说你得

了耐药结核病袁会传染袁不能亲袁要不然我

也会得病袁你还哭了遥 妈妈袁你怎么哭了钥
是不是我不听话惹你生气了钥我以后再也

不惹你生气了遥妈妈袁什么是耐药钥什么是

结核病钥我问奶奶袁奶奶只是叹气袁说这病

要花好多钱袁妈妈袁咱们去医院看病吧袁我
把奶奶给我的零花钱都存到小猪存钱罐

里了袁我都快存满一罐了袁加上我的压岁

钱应该够了吧钥 不够的话我也去打工袁赚
了钱给你看病袁我舍不得让你生病遥

其实我知道袁妈妈也舍不得我袁记得

有次我睡觉的时候袁我感觉下雨了袁醒来

一看袁是你在我床上搂着我哭袁虽然你还

是带着口罩袁 可你的眼泪掉到我脸上了遥

妈妈袁我在你怀里啊袁你怎么哭了钥当时我

可想给你擦眼泪了袁可我又不敢袁我怕一

动袁你就不抱我了袁所以我就一直装睡袁到
后来你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遥

妈妈袁告诉你一个秘密啊袁前几天上

学的时候我向妞妞求婚了袁 让她嫁给我袁
她不同意袁我给她买了两块巧克力她才答

应遥 回家之后她告诉她妈妈了袁结果她妈

妈来找奶奶袁说我是个小流氓袁奶奶说要

打我袁我对她俩说袁电视里结婚的时候爸

爸妈妈都会给新娘子红包袁 如果我结婚

了袁妈妈肯定也会给妞妞红包的袁那样我

就能见到妈妈了袁 结果奶奶就抱着我哭

了袁妈妈袁我说错什么了吗钥为什么奶奶也

哭了呢钥
医院的那个爷爷打电话来了袁就是上

次你生病的时候袁来我们家看你的那个爷

爷袁当时他们还带来了好多好吃的遥 他想

让我跟姐姐去做检查袁怕我们也传染了结

核病袁爸爸就带我们俩去医院了袁还在我

们手上打针了袁我和姐姐都没哭袁打针的

阿姨还夸我们俩勇敢呢遥
昨天舅舅来了袁 来的时候也带着口

罩袁说他也得了结核病袁还老是咳嗽袁我还

以为他是抽烟抽多了才咳嗽的呢遥爸爸他

们每次说起你的时候总是不让我听见袁可
我还是偷偷听见了袁舅舅说是你走了 100
天了袁也不知道在那边过得好不好袁他还

哭了袁鼻涕都流出来了遥妈妈袁你快点回来

吧袁我和爸爸都想你了袁爸爸每次想你的

时候都会拿相册来看袁看的时候也会哭鼻

子遥 对了袁我最喜欢你抱着我和小姨一起

照的那张照片了袁 我把它放在枕头下面袁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袁你扎

着大辫子袁真漂亮袁小姨也漂亮袁不过比你

差一点点遥 爸爸说小姨得了肺结核去世

了袁爸爸还说袁姥姥也是得肺结核去世的袁
那时候还没有我袁去世是什么意思钥 是不

是跟你一样去了很远的地方啊钥
妈妈袁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袁梦见你

跟姥姥和小姨在一起袁姥姥和小姨都夸我

是听话的好孩子袁可是我梦到你一直抱着

我哭袁妈妈袁你怎么哭了钥要是想我了就快

点回来吧袁我真的真的可想你了遥 幼儿园

老师教给了我一首歌袁说如果我想妈妈的

时候就唱歌袁 妈妈听到了就会回来看我袁
妈妈袁我唱给你听啊院天上的星星不说话袁
地上的娃娃想妈妈袁 天上的眼睛眨呀眨袁
妈妈的心呀鲁冰花噎噎

妈妈袁你听到了吗钥
渊陈鸣冤

聊城市召开 2014年结防工作会议

为提高志愿者宣传结防知识的技术性和灵

活性袁深入做好校园结核病防治工作袁2014 年 10
月 16 日袁聊城市结核病防治中心尧东昌府区卫生

防疫站和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共同开展了 野百千

万志愿者行动冶 表彰大会与暨志愿者代表培训

班袁聊城市政协副主席尧东城学院院长潘延红尧市
结防中心副主任丁登森和东昌府区防疫站工会

主席李璟等领导出席会议袁市结防中心杨国峰为

新招募的 400 余名志愿者代表进行了现场培训遥
野百千万志愿者行动冶在我市开展以来袁得到

了驻聊高校和各大中专院校的鼎力支持袁不断有

学生加入到全市的志愿者队伍中来袁市结防中心

积极组织志愿者宣传尧爱心帮扶等活动袁发挥志

愿者的领跑作用袁鼓励并带动公众袁积极参与结

防知识的传播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袁也赢得

了国家及省级的各项荣誉遥聊城大学东昌学院荣

获国家卫计委颁发的 野2013 年度优秀志愿者团

体冶荣誉称号袁郭丽等多名志愿者分获国家级和

省级野优秀志愿者冶称号遥
广大志愿者在把结防知识传播给大众的同

时袁获得了个人能力的提升袁实现了自己的人生

价值和社会价值袁也为我市的结防工作注入了满

满的正能量遥
渊陈鸣冤

2014 年 8 月 22 日上午袁全市 2014 年

上半年结防工作会议在聊城市结防中心
召开遥 各县渊市尧区冤卫生计生局渊卫生局冤
分管局长尧 疾控科长和疾控中心分管主

任尧结防科长尧结防所长共计 40 余人参加
了会议遥 会议由市结防中心副主任丁登森

同志主持遥 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宋汝祥同
志尧市结防中心主任付春生同志出席会议

并讲话遥
首先袁结防中心副主任丁登森同志传

达了国家及省级结防所长会议精神遥 随
后袁结防中心主任付春生同志总结了 2014

年上半年工作情况袁对下半年的重点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院一是进一步立足"十二
五"规划袁查遗补漏曰二是积极探索耐多药
防治可持续发展新思路袁争取财政部门支

持袁落实耐多药医保政策袁继续保持我市
耐多药工作在全国的领先地位曰三是强化

实验室能力建设袁进一步完善结核病防治
网络曰四是利用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袁开展

重点人群肺结核筛查曰 五是全面落实
DOTS 策略,提高患者治愈率曰六是切实做

好"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行
动"袁普及健康教育知识遥

会上袁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宋汝祥同

志对全市上半年结防工作取得的成绩给
予了充分肯定袁 同时对落实结核病防治"
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尧实现全市结防工

作又好又快发展袁提出了明确要求遥 他指
出院今年是"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

一年袁各级各单位一定要按照全市疾控工
作"创特色尧出亮点尧树品牌"的总体要求袁
理清思路袁把握重点袁以创建"结核病防治
综合示范区"为抓手袁进一步强化结防机

构能力建设袁加强学校尧流动人口尧结核
菌/艾滋病病毒双重感染者等重点场所和

特殊人群的管理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遥
会议还就具体业务工作进行了回顾袁

分析了结核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
不足袁提出了下一步整改措施遥 同时袁对全

球基金项目关帐后耐多药工作如何可持
续性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遥

最后袁各县渊市尧区冤结防所长对今后
的结防工作进行了研讨袁认真对待工作中

的不足袁 共同努力提高工作中的各项

指标 ,确保 圆满完成结核病 防治 野十

二五冶规划遥
渊陈焕民冤

聊 城 市 肿 瘤 医 院
聊 城 市 肝 病 医 院
聊 城 市 胸 部 疾 病 诊 疗 中 心
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
全国诚信建设示范医院
全国优质高效百强医院
山东省医院管理先进集体LIAOCHENG TUBERCULOSI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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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29 日袁由聊城市
结核病防治中心丁登森院长带队
的结核病防治专家组袁对临清市结
核病防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督导遥

督导组通过听取汇报尧查看资
料渊病人登记尧治疗管理尧统计监
测尧药品管理尧实验室管理尧财务管
理尧 健康促进及百千万志愿者活
动冤尧现场访谈等形式袁对我市 2014
年结核病防治工作计划尧配套经费
落实情况尧指标完成情况及质量等

内容进行了详细
督导遥

督导组一致
认为袁临清市疾控
中心在结核病防
治中做了大量工
作袁通过各项措施
的落实袁各项指标
能按规划要求平
稳进展袁督导组在
肯定成绩的同时袁
也指出了我市在

结核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遥

通过这次督导袁促进我市的结
核病防治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袁下
一步工作进一步做扎实曰在完成病
人发现率的同时袁重点抓好结核病
管理工作的质量曰进一步加大宣传
结核病防治知识和国 家免费政
策的力度袁营造良好的结防工作
氛围遥

渊任秀丽冤

莘县结防所参加野服务百姓
健康行动冶大型义诊活动

2014援11援4 日下午袁东昌府区卫生防疫站工

会主席李璟尧结防科科长王莉及结防科工作人

员一行五人下乡慰问病人遥
李璟主席一行分别赶赴沙镇江堤口村及

湖西办事处西湖馨苑看望慰问了两名在治结

核病病人遥 这次下乡不仅为病人送去了营养

品袁随行医生还仔细询问了病人服药情况袁及身

体有没有不良反应等情况袁叮嘱病人按时服药袁
按时复检遥

这次慰问活动袁病人及家属深受感动遥我们

不仅深入了解了病人的详细情况袁 更增强了病

人争取治愈的信心遥 渊徐明明冤

东昌府区慰问结核病人

山东省结防中心
督导茌平县 2014年结核病预防控制工作

为全面尧客观尧公正地对 2014 年各市结核

病预防控制工作进行综合评价和考核袁 推动全

省结防工作又好又快发展袁2014 年 11 月 4 日袁
山东省结防中心预防控制科主任张修磊率省第

一考核组一行六人在聊城市结防中心副主任丁

登森尧 预防科主任杨国锋等陪同下来茌平县督

导检查2014 年结核病预防控制工作遥 茌平县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组书记尧局长李宝光袁党

组成员尧工会主席朱长岭袁结防所所长桑桂兰

陪同活动遥
本次督导采取查资料尧随机抽查尧现场检查

等方式进行袁 省督导组从对结防事业负责的高

度出发袁严格按照叶2014 年山东省结核病预防控

制工作县区级督导记录单曳 考核方案内容和工

作要求袁就政府承诺尧经费落实尧结防机构常规

业务工作尧特殊人群结核病防治尧统计监测尧药

品管理尧实验室工作尧健康教育尧督导与培训尧医
防合作项目情况等对我县的 2014 年结核病预

防控制工作进行了综合评价和考核遥 省督导组

对我县 2014 年结核病防治各项工作予以充分

肯定和高度评价袁 同时就督导中发现的主要问

题以及下一步如何做好 2014 年第四季度的结

核病防治工作提出了指导性建议遥
2014 年还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袁时间紧尧

任务重袁 茌平县结防所将坚持以此次督导为契

机袁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袁坚定工

作信心袁继续攻坚克难袁加大力度袁巩固成果袁扎
实推进袁开拓创新袁确保全年工作目标的圆满完

成袁为野十二五冶时期结防工作任务的完美收官

奠定坚实的基础遥 渊卢庆海冤

山东省卫计委对阳谷县结防工作

进行督导检查
2014 年 11 月 3-4 日袁 省结防

中心督导组组长张修磊尧王倩尧王俊
玲尧陶武伟尧孙晓英尧张翠一行六人

在聊城市结防中心副主任付登森尧
预防科科长杨国锋的陪同下对阳谷

县结防工作进行督导检查遥
11 月 3 日下午袁省中心督导组

通过查阅资料尧现场检查尧座谈尧等
形式展开遥 督导组领导首先听取了

2014 年阳谷县结防工作情况汇报袁
然后现场查看了疾控中心结防常规
业务工作尧耐多药可疑者筛查尧统计

监测尧药品管理尧健康教育尧工作督
导记录等资料袁 查看了经费使用情

况袁 详细了解疾控中心工作中的具

体实施情况袁 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遥 4 日上午督导组首先查看了县

医院转诊单的使用及保存情况袁然
后并到侨润社区走访了一例在治的

结核病患者袁并进行了访谈遥
省结防中心督导组领导求真务

实尧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袁保证了督
导检查工作的圆满完成袁 对进一步

推动阳谷县结防工作起到了积极作
用遥 我们也将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袁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袁保障结防

工作的顺利开展袁 以促进我县结防

工作再上新台阶遥 渊李昕冤

市结防中心来临清市
督导结核病防治工作

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袁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健
康水平袁10 月 19 日袁疾控中心参加
了由县卫生计生局在燕塔广场组
织的以野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冶为主
题的大型义诊活动遥 中心领导高度
重视这次活动袁要求确保此次活动
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袁提高人民群
众的满意度和信任度袁充分体现党
和政府关心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
具体行动遥 指定了结核病防治科尧
免疫规划科尧疾病控制科尧健康教
育科尧艾滋病防治科尧慢性病防治
科等 10 余名业务骨
干参加此次咨询活
动袁主要通过发放宣
传材料尧设咨询台等
宣传形式袁与现场参
与者在结核病防治尧
卫生法律法规尧预防
接种尧 传染病防控尧
慢性病 防治尧 艾滋
病防治及吸烟有害
健康等方面进行面
对面的交流袁为广大

居民提供了一顿通俗易懂的健康
知识套餐遥 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材
料 3600 份袁 结核病防治知识手册
400 份袁 接待咨询群 众 600 余 人
次袁现场阅片为病人诊治结核病
2 人袁并指导病人用药遥

此次活动受到了广大参与者
的热烈欢迎袁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卫
生防病意识袁对科学防病知识的普
及尧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改善居
民身体健康状况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遥

渊贾同杰冤

肺结核门诊诊疗规范
渊2012 年版冤

本规范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门诊

对肺结核可疑者或患者的诊断及治疗管理

工作遥
一尧肺结核诊断

渊一冤肺结核可疑者的筛查遥
肺结核可疑者指具有结核中毒症状 渊低

热尧乏力尧盗汗等冤或伴呼吸道症状者渊咳嗽尧
咳痰 2 周以上袁或伴咯血冤曰或通过健康体检

发现的肺部阴影疑似肺结核者遥
渊二冤诊断依据遥
根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肺

结核诊断标准渊WS288-2008冤曳袁叶中国结核病

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2008 年版)曳袁叶临床诊

疗指南窑结核病分册曳遥
渊三冤诊断流程遥
1. 医疗机构对肺结核可疑者应进行如下

检查院
渊1冤痰抗酸杆菌涂片镜检 3 次曰
渊2冤痰分枝杆菌培养及菌种鉴定曰
渊3冤胸片曰必要时肺 CT遥
2.根据病史尧检查可将肺结核患者分为疑

似病例尧临床诊断病例以及确诊病例遥
渊1冤疑似病例遥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为

疑似病例院
淤有肺结核可疑症状的 5 岁以下儿童袁

同时伴有与涂阳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史或结

核菌素试验强阳性曰
于仅胸部影像学检查显示与活动性肺结

核相符的病变遥
渊2冤临床诊断病例遥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者为临床诊断病例院
淤痰涂片 3 次阴性袁 胸部影像学检查显

示与活动性肺结核相符的病变袁且伴有咳嗽尧
咳痰尧咯血等肺结核可疑症状曰

于痰涂片 3 次阴性袁 胸部影像学检查显

示与活动性肺结核相符的病变袁 且结核菌素

试验强阳性曰
盂痰涂片 3 次阴性袁 胸部影像学检查显

示与活动性肺结核相符的病变袁 且抗结核抗

体检查阳性曰
榆痰涂片 3 次阴性袁 胸部影像学检查显

示与活动性肺结核相符的病变袁 且肺外组织

病理检查证实为结核病变曰
虞痰涂片 3 次阴性的疑似肺结核病例袁

经诊断性治疗或随访观察可排除其他肺部疾

病者遥
渊3冤确诊病例

淤痰涂片阳性肺结核遥 凡符合下列 3 项

之一者为痰涂片阳性肺结核病例院2 份痰标本

直接涂片抗酸杆菌镜检阳性曰1 份痰标本直接

涂片抗酸杆菌镜检阳性袁 加肺部影像学检查

符合活动性肺结核影像学表现曰1 份痰标本直

接涂片抗酸杆菌镜检阳性袁 加 1 分痰标本结

核分枝杆菌培养阳性遥
于仅培阳肺结核遥 同时符合下列两项者

为仅培阳肺结核院痰涂片阴性曰肺部影像学检

查符合活动性肺结核影像学表现袁 加 1 份痰

标本结核分枝杆菌培养阳性遥
盂肺部病变标本病理学诊断为结核病变

者遥
3.通过以上检查仍无法确诊者袁可进行以

下检查以协助诊断及鉴别诊断院
渊1冤结核菌素皮肤试验渊PPD冤曰
渊2冤结核抗原尧抗体检测;
渊3冤胸部 CT渊需与其他疾病鉴别诊断或

胸片显示不良者冤;
渊4冤支气管镜检查渊怀疑存在支气管结核

或肿瘤者冤;
渊5冤痰结核杆菌定量 PCR;
渊6冤肺组织活检遥
4.不具备诊断条件的医疗机构袁应及时将

肺结核可疑者转诊至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

的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行诊断遥
二尧肺结核治疗

渊一冤治疗地点的选择遥
1. 在非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确诊的肺结

核患者袁 应当转诊到当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

构进行门诊或住院治疗遥
2.在定点医疗机构确诊的肺结核患者袁可

在确诊机构治疗袁 或将患者转诊到其居住地

定点医疗机构继续治疗遥
3.对具有以下指征的患者袁可考虑在当地

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院
渊1冤存在较重合并症或并发症者曰
渊2冤出现较重不良反应袁需要住院进一步

处理者曰
渊3冤需要有创操作渊如活检冤或手术者曰
渊4冤合并症诊断不明确袁需要住院继续诊

疗者曰
渊5冤其他情况需要住院者遥
渊二冤治疗方案选择的依据遥
根据 叶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

南 (2008 年版)曳袁叶临床诊疗指南窑结核病分

册曳袁叶耐药结核病化学治疗指南曳遥
渊三冤诊疗过程中的检查检验项目遥
1.血常规尧肝肾功能渊含胆红素冤院治疗开

始前检查 1 次袁 治疗开始后第 2-4 周检查 1
次袁以后每 1-2 个月检查 1 次曰结果异常者检

查频率可适当增加遥
2.尿常规渊使用注射剂者冤院治疗开始前检

查 1 次袁以后每 1-2 个月检查 1 次曰结果异常

者检查频率可适当增加遥
3. 尿妊娠试验 渊育龄期妇女在治疗前

检查冤曰
4.电解质渊使用卷曲霉素者冤院治疗开始前

检查 1 次袁以后每 1 个月检查 1 次曰结果异常

者检查频率可适当增加遥
5.痰抗酸杆菌涂片镜检院治疗开始前检查

1 次袁治疗第 2 月尧5 月尧6 月渊复治患者为第 8
月冤各检查 1 次曰耐多药结核患者注射期每 1
个月检查 1 次袁以后每 2 个月检查 1 次遥

6.听力渊使用注射剂者袁如链霉素尧卡那霉

素尧阿米卡星冤尧视力尧视野渊使用乙胺丁醇

者冤院治疗开始前检查 1 次袁治疗开始后第 2-
4 周检查 1 次袁以后每 1-2 个月检查 1 次遥

7.胸片院治疗开始前检查 1 次袁治疗开始

第 4 周检查 1 次袁以后每 3-6 个月检查 1 次袁
治疗结束时检查 1 次遥

8.心电图渊使用喹诺酮类者冤院治疗开始前

检查 1 次袁以后每 1-2 个月检查 1 次遥
渊四冤治疗方案遥
1.推荐药物治疗方案院
渊1冤 初 治 肺 结 核 院2HRZE/4HR 或

2H3R3Z3E3/4H3R3遥
渊2冤 复治 肺结 核 院2HRZES/6HRE 或

2H3R3Z3E3S3/6H3R3E3 或 3HRZE/
6HRE遥有药敏试验结果患者可根据药敏试验

结果以及既往用药史制订治疗方案遥 如果患

者为多次治疗或治疗失败病例袁 可根据患者

既往治疗史制订经验性治疗方案袁 获得药敏

试验结果后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遥
渊3冤 耐多药肺结核院6 Z Am渊Km袁Cm冤Lfx

渊Mfx冤PAS 渊Cs袁E冤Pto /18 Z Lfx 渊Mfx冤PAS
渊Cs袁E冤Pto渊括号内为替代药物冤遥

H:异烟肼袁R:利福平袁Z院吡嗪酰胺袁E院乙
胺丁醇袁 Lfx院 左氧氟沙星袁Mfx院 莫西沙星袁
Am院阿米卡星袁Km院卡那霉素袁Pto:丙硫异烟

胺袁PAS院对氨基水杨酸袁Cm院卷曲霉素袁Cs:环
丝氨酸遥

渊4冤对于病情严重或存在影响预后的合

并症的患者袁可适当延长疗程遥
渊5冤特殊患者渊如儿童尧老年人尧孕妇尧使

用免疫抑制以及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等冤 可以

在上述方案基础上调整药物剂量或药物遥
2.在进行化疗的同时袁可针对患者的并发

症或合并症进行治疗遥
渊五冤治疗效果判断标准遥
1.初尧复治肺结核遥
渊1冤治愈院涂阳肺结核患者完成规定的疗

程袁连续 2 次痰涂片结果阴性袁其中 1 次是治

疗末遥
渊2冤完成疗程院涂阴肺结核患者完成规定

的疗程袁 疗程末痰涂片检查结果阴性或未痰

检者曰涂阳肺结核患者完成规定的疗程袁最近

一次痰检结果阴性袁完成疗程时无痰检结果遥
渊3冤结核死亡院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因病变

进展或并发咯血尧自发性气胸尧肺心病尧全身

衰竭或肺外结核等原因死亡遥
渊4冤非结核死亡院结核病患者因结核病以

外的原因死亡遥
渊5冤失败院涂阳肺结核患者治疗至第 5 个

月末或疗程结束时痰涂片检查阳性的患者遥
渊6冤丢失院肺结核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中断

治疗超过两个月袁或由结防机构转出后袁虽经

医生努力追访袁2 个月内仍无信息或已在其他

地区重新登记治疗遥
2.耐多药肺结核

渊1冤治愈院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院
淤患者完成了疗程袁 在疗程的后 12 个

月袁至少 5 次连续痰培养阴性袁每次间隔至少

30 天曰
于患者完成了疗程袁 在疗程的后 12 个

月袁仅有一次痰培养阳性袁而这次阳性培养结

果之后最少连续 3 次的阴性培养结果袁 其间

隔至少 30 天院且不伴有临床症状的加重遥
渊2冤完成治疗院患者完成了疗程袁但由于

缺乏细菌学检查结果渊即在治疗的最后 12 个

月痰培养的次数少于 5 次冤袁不符合治愈的

标准遥
渊3冤失败院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院
淤治疗的最后 12 个月 5 次痰培养中有

两次或两次以上阳性曰
于治疗最后的 3 次培养中有任何一次是

阳性曰
盂临床决定提前中止治疗者 渊因为不良

反应或治疗无效冤遥
渊4冤丢失院由于任何原因治疗中断连续 2

个月或以上遥
渊5冤迁出院病人转诊到另一个登记报告的

机构遥
渊6冤死亡院在治疗过程中病人由于任何原

因发生的死亡遥
渊六冤 患者出现药品不良反应要及时就

诊袁并给予正确处置遥
渊七冤在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完成治疗患

者的治疗转归结果应及时通知当地结核病防

治机构遥
三尧病例报告和登记

渊一冤疫情报告遥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法曳规定袁

凡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诊断的肺结核患者

渊包括确诊病例尧临床诊断病例冤和疑似肺结

核患者均为病例报告对象遥 凡肺结核或疑似

肺结核病例诊断后袁 实行网络直报的责任报

告单位应于 24 小时内进行网络报告曰未实行

网络直报的责任报告单位袁应于 24 小时内向

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寄/送出野传染病报告

卡冶遥
渊二冤结核病患者登记遥
1.登记单位遥
结核病防治机构或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

定点医疗机构负责本地区结核病患者的登记

工作遥
2.登记对象遥
活动性肺结核尧 新发结核性胸膜炎和其

他肺外结核患者均为登记对象遥 此外袁下列患

者也应进行重新登记院
渊1冤结防机构已登记袁中断治疗逸2 个月

后重新返回治疗的肺结核患者曰
渊2冤初治失败的肺结核患者曰
渊3冤涂阴转为涂阳的肺结核患者曰
渊4冤结防机构登记的复发肺结核患者遥
四尧医院感染控制

结核病定点诊疗机构应具备以下结核病

医院感染控制措施院
渊一冤设立结核病医院感染控制机构袁并

配置相关人员曰
渊二冤 制订并有效实施医院感染控制计

划曰
渊三冤采取多种途径袁对医务人员尧患者以

及家属进行结核病医院感染控制信息教育曰
渊四冤采取合理患者诊疗流程袁确保患者

在医疗卫生机构最短时间完成诊疗曰
渊五冤门诊尧病房尧实验室以及检查室配置

必要环境控制措施渊如通风尧紫外线消毒等冤曰
渊六冤传染性患者外出时佩戴外科口罩曰

医务人员与传染性患者接触时佩戴医用防护

口罩遥
五尧健康教育

渊一冤 定期对医务人员开展健康宣教培

训遥
1.确保患者准确了解结核病作为传染病袁

对自身尧家庭以及周围健康人的危害遥
2.确保患者了解国家结核病防治政策遥
3.确保患者了解结核病治疗疗程尧治疗方

案尧 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按医嘱治疗的

重要性遥
4. 医务人员在工作中如何预防结核杆菌

感染遥
渊二冤对肺结核患者开展健康教育遥
1.疾病传播途径院结核病是一种主要经呼

吸道传播的传染病曰 传染期患者尽量减少外

出袁 必须外出或与健康人密切接触时应当佩

戴外科口罩遥
2.疾病预后院经过正确治疗袁大部分患者

可以治愈袁不规范治疗可演变为耐药结核病袁
有终身不能治愈的风险遥

3.规范治疗的重要性院按时服药尧确保治

疗不中断是治愈的重要保证遥 出现药物不良

反应时袁应当及时报告医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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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阿县开展 2014年入学新生结核病筛查工作
近日袁 东阿县疾控中心圆满完成了对 2014 年

初高中入学新生的结核病筛查工作遥该项工作由县
疾控中心组织结防所工作人员从 9 月 23 日开始袁
分宣传动员尧全面筛查尧复查总结三个阶段袁总共对
全县 12 所初高中学校 7800 余名新生进行了结核
菌素试验遥 在此基础上袁对试验强阳性的 430 名学
生袁再进行拍胸片检查袁对结果正常者建议预防性
服药袁结果异常的可疑肺结核人员实行规范化治疗
管理遥

同时袁结防所工作人员还利用此次筛查袁开展
了一次结核病科学防治知识普及活动袁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全体师生的自我防护意识袁确保了我县学
校结核病防治工作扎实推进遥

渊申志亮冤

茌平县卫计局野三个结合冶强化结核病防控工作
2015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尧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袁是实施野十二五冶
结核病防治规划的收官之年袁 茌平县卫生和计

划生育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袁 深入贯彻

落实十八大精神袁就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尧做
好结核病预防控制工作做出专项部署袁 以实现

规划为目标袁以能力建设为基础袁以提高发现率

和治愈率为重点袁以项目管理为手段袁系统化培

训袁规范化管理袁示范化推进袁分类指导袁全面提

升袁对照全县结核病防治工作要点袁将任务指标

逐项分解袁逐项落实袁通过野三个结合冶全面强化

结核病防控工作遥
2014 年我县被列入野加强乡村防痨网建设袁

强化结核病防治基础工作冶 省级结核病控制项

目县袁 继续做好全球基金耐多药结核病防治项

目病人发现和管理工作袁 以提高结核病防治工

作野五率冶为工作重点袁加强与各乡镇卫生院尧服
务社区和县直各有关医疗单位的合作袁 提高肺

结核病人的报告率尧 转诊率和对病人的追踪到

位率遥 在活动性肺结核病人筛查工作中袁要做到

三个结合院第一尧与乡镇卫生院开展的基层公共

卫生工作相结合曰第二尧与县直医院查体中心袁
疾控中心等单位开展的干部袁学生袁职工袁从业

人员查体工作相结合曰第三尧与县乡综合医院呼

吸科袁传染科袁放射影像科袁公共卫生渊防疫冤科

工作相结合袁以提高结核病人的发现率袁实施好

结核病防治野十二五冶规划袁按省级结核病控制

项目实施要求袁 做好肺结核患者发现工作以及

已发现患者的治疗管理工作袁 确保患者治疗效

果袁减少耐药结核病患者的产生及疫情传播袁努
力提高全县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袁 促进卫生事业

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遥
茌平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将以贯彻落实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袁 坚持以结核

病防治十二五规划为指导袁 以正在实施的山东

省野加强乡村防痨网建设袁强化结核病防治基础

工作冶省级结核病控制项目为依托袁结合茌平结

防工作实际袁 充分发挥专业结防机构和县乡村

三级网的联防联控优势袁做好野关口前移尧重心

下沉冶袁完善并落实相关政策袁积极发挥项目的

示范带动作用袁 通过项目来加强乡村防痨网建

设袁完善县乡村三级防痨网络袁提高肺结核患者

发现及治疗管理工作质量袁 巩固结核病防治基

础工作袁为实现全年结防工作目标尧野十二五冶结
防工作任务的完美收官奠定良好的基础遥

渊卢庆海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