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 疗动态

健 康导航

健健 康时评

健健 康指南

健康周刊 32021年 4月 6日

编审：李晓芸 编辑：王松 检校：陈华 版式:向红

医医 疗经纬

健康随州周刊 主办：随州日报社、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协办：随州市中心医院、随州市中医医院

共建（排名不分先后）：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随州市中心血站、随州市曾都医院、广水市第一人

民医院、随县中医医院、随县洪山医院、随县万和镇

中心卫生院、随县小林镇卫生院、随县尚市镇卫生

院、随县新街镇卫生院、随县安居镇卫生院、随县淮

河卫生院、随县柳林镇卫生院、随县均川镇卫生院、

随县高城镇卫生院、随县殷店镇卫生院、随县唐县

镇卫生院、随县吴山镇卫生院、随县万福卫生院、随

县草店镇卫生院、随县三里岗镇卫生院、曾都区南

郊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曾都区万店镇卫生院

主持人：王松QQ：29953476
设计：向红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敏）近日，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三科专家团队来
到随州，同随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医
护人员进行科间学术交流，携手开展泌
尿系疾病筛查及义诊公益活动，着力提
升随州地区泌尿外科技术水平，为随州
泌尿系疾病患者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诊
疗服务。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专科联
盟同随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专家团队

举行了科间交流学术会，专家们分别讲
授了《随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的学科
建设》《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技巧与
并发症防治经验与分享》《前列腺增生
激光治疗新进展和思考》《一次性输尿
管镜的临床应用前景》《摩力双能钬激
光在泌尿外科的应用》等专题，就前列腺
疾病诊疗的规范化以及诊疗的热点、难
点和最新进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
流。

课间交流进行的同时，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泌尿外三科一行来到文帝院区指
导护理查房，现场与患者进行了愉快的
沟通交流。随后在教学室听取科室关于
患者的病情汇报，并给予了专业的技术
指导，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男性、尤其是
中老年男性的防癌意识，做到前列腺肿
瘤的早发现、早治疗，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程帆、余伟民、饶婷、李浩勇等 4

位教授以及随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
任汪彬举行了前列腺及泌尿疾病筛查公
益义诊活动，免费为前来参加活动的 100
余名患者开展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
筛查。

此次义诊，既直接面向广大群众宣
传前列腺癌预防知识，也为筛查出的异
常患者提供一站式诊疗服务。同时依靠
专科联盟优势，进一步促进兄弟科室互
相交流，让更广大的民众获益。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蒋立杰）原本是医院住院患者的陪护人员，不料
却突然发病，这样的情况在各个医院都时有发生。近日，曾都医院一名陪
护人员突发疾病，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经过及时迅速的抢救，成功化险
为夷。

3月 24日上午 9时许，曾都医院内一科医生张之原在例行查房时，走
到 3病室，发现一位病人家属突然倒地不起，面色苍白，意识模糊，张之原
医生见状，立即将其扶至病床就地施救：心电图显示老人心率 30次/分左
右，窦性心动过缓……情况危急。“立即给氧、含服硝酸甘油、上监护！”闻
讯赶来的科室主任汪小春对参与施救医护人员下达临时医嘱。经过及时
的抢救，患者意识逐渐恢复，但仍感到胸闷不适，医护人员随即为其建立
静脉通道，静脉滴注异丙肾上腺素，心率仍无明显变化，心电图也未提示
有心肌缺血表现，静脉推注阿托品后心率恢复至 60 次/分，出汗、胸闷心
慌等症状缓解、消失。

据了解，近年来，该院不断完善救援机制，提高危急重病人抢救水平，
以创建“三乙“为契机，在各科室组织开展急救知识培训，进一步提高科室
对院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病房内突发急救事件，并成功抢救
患者，得益于科室日常急诊、急救知识的学习和急救演练的扎实功底。该
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医院将在组织开展急救知识培训的同时，进一步提高
科室对院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提升医疗护理服务质量，为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尚伶）为切实加强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工
作，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全系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近
日，市卫健委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市住建局，对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建筑工
地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本次重点检查了市中医医院新院区、市中西医结合肺科医院、市妇幼
保健院新院区、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儿童呼吸专科、市疾控中心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处置与准备中心五个在建项目。对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建立、安全通道设置、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施工用电私搭乱接以及安
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

检查中，检查组针对建筑工地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薄弱环节，督促其
立即整改到位，要求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增强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安全巡查力度，加强自查
自纠力度，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力度，强化现场各项安全防护措施，严防建
筑工地安全事故发生。在严把项目安全关和质量关的同时加快推进项目
建设，使其早日发挥功效，改善我市居民的就医环境，提升我市医疗卫生
健康服务水平，切切实实让老百姓享受到“健康福利”。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邱琦）为进一步安全有序开展新冠疫苗接种，科
学有效做好新冠防控工作，近日，湖北省疫苗接种督导组一行，到随县中
医医院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现场督导检查。

在随县中医医院疫苗接种点，督导组专家对疫苗计划、接收或采购、
验收入库、储存运输、冷链监测、接种点及接种人员资质、岗位培训、接种
服务、接种异常反应的处置和报告等内容进行重点督查。仔细查看了登
记区、接种区、留观区等设施情况，听取接种力量配备、疫苗管理及接种情
况等汇报。督导组对随县中医医院预防接种管理工作表示充分肯定，认
为随县中医医院接种点设置合理，接种人员资质合规，工作亮点突出，预
防接种管理、服务规范。

该院负责人表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有效减
轻疫情防控压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手段，随县中医医院全体干部
职工将统一思想、提高站位，不折不扣落实上级要求，切实加大接种工作
推进力度，巩固好疫情防控来之不易的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条
件。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赵杨、陈传兵）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人体器官
捐献工作有关政策法规，促进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健康有序发展，近日，随
县 2021年首届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宣讲会在随县洪山医院成功举办。

宣讲会上针对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知识进行了专题授课，医院广大
干部职工积极参训。培训会上，从 4 个方面解析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
工作的法律依据和意义，并用实例说明了人体器官捐献是挽救器官衰竭
患者生命、服务医学发展、展现人性光辉、传递人间大爱。要求医务人员
正确引导民众移风易俗、基于个人生前的意愿且家属的同意，以无偿捐赠
的方式，把自己的器官捐赠给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从而使接受捐赠者获
得新生。同时，对人体器官捐献的法律依据、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体系、人
体器官捐献现状、人体器官捐献知识问答、人体器官捐献流程等几个方面
的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专题宣讲。

人体捐献器官移植工作一直是我国社会民众高度关注的利国利民的
重要工作，是提高生活质量、延续生命、造福社会的善举。通过培训，进一
步提高了全院干部职工对人体捐献工作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切实了解到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大家纷纷表示将在今后的工作
中落实落细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宣传引导，及时收集、上报潜在人体器官
捐献信息，将此项工作深入持续开展，做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传递社
会正能量的先行者。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苏奇）为进一步规范高危孕产妇管理，提高妇幼
保健服务水平和质量，预防和减少孕妇和婴儿死亡，切实保障母婴安全，
近日，随县万和镇中心卫生院组织开展了加强母婴安全知识培训，全镇
36个村保健人员参加培训。

会上，传达了上级妇幼健康服务项目工作会议精神，解读了《随州市
母婴安全工作职责》、产后访视及新生儿访视工作要点等；分管人员进行
了叶酸发放知识培训、妇幼健康服务项目业务知识培训等，强化了村级母
婴保健员对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
知识等项目知晓率，为提高全县妇女儿童保健工作服务水平夯实了基础。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钱万晶）自 3 月份开始，随县安居镇卫生院公共
卫生服务团队启动进村入户体检工作。秉承“人人参与公卫服务”理念，
团队由院班子成员为团队长，公共卫生科人员为组长，医药护技等科室
搭配，卫生院全体人员参与模式组成，共分 27组，一直持续到 4月底。

27 个服务团队负责对全镇 24 个村（居）委会及福利院的重点人群开
展免费体检活动。体检包括量身高体重，测血压、血糖、血脂、肝肾功能，
心电图、B 超、尿分析等项目。对居民进行健康评估和健康指导期间，现
场为群众提供健康知识讲座，发放健康宣传资料，做好统计和登记工
作。服务团队每天早上 6：50 出发，上午在村卫生室集中体检，中午在临
时搭建的体检点吃完盒饭，服务团队就开始入户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上
门体检。

据悉，随县安居镇卫生院每年此项惠民政策的扎实开展，受到当地
群众一致好评，赢得较好社会效益。

近日,年过七旬的市民张先生坐着轮椅,在家人的陪
同下到广东清远市清城区市场监管局,投诉清城区人民
一路某商店。据介绍,该商店多次组织老年人参加“大型
健康讲座”活动,并向老年人推销保健品,称其销售的保
健品可以替代药品。张先生先后花费超过 11 万元购买
了该保健品,但服用后却没有任何效果,更没有使自己站
立起来。

这一案例，具有很强的典型性：第一，商家以组织老
年人参加“健康讲座”、免费旅游等，来拉近和老年消费
者的距离，然后借机向他们推销保健品；第二，在推销保
健品的过程中，商家通过夸大、虚假宣传方式，宣称他们
的保健品不但可以养生，而且还可以治病，甚至是治疗
一些绝症，以此来诱导老年人购买；第三，在推销保健品
过程中，注意不留下违法行为的各种证据，给消费者的
事后维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即便在消费者进行投
诉，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入以后，也无法在现场发现

违法行为，导致后续监管无法开展。
尽管经当地市场监管局组织双方调解,商家承诺本

月内对张先生未使用的产品进行退款,并写下欠条，事
情得到了解决，但是一方面张先生之前已经吃掉的那些
保健品，既没有效果，同时钱也无法退回；另一方面，还
有更多如张先生一样的保健品消费者，并没有站出来进
行维权，或者说仍旧对商家的说辞深信不疑，而在继续
购买和服用保健品。

近年来，保健品市场乱象频仍，一些无良商家为了
推销保健品，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而老年人
恰恰是各种保健品骗局的最大受害者。这主要是因为人
进入老年，身体更加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同时老年人接
受各种信息的渠道比年轻人少，对保健品骗局的了解不
够深。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很多老年人是名
副其实的“空巢老人”，子女都不在身边，精神上孤独寂
寞，而一些精明的保健品推销员却乘虚而入，对老人嘘

寒问暖，甚至叫爸叫妈，最终赢得了老人的信任，他们的
终极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推销保健品。

这也就决定了，对于目前市场上的保健品乱象，只
有综合施治，才有可能看到效果。作为市场监管部门，还
是要继续加强监管的力度，尤其是要创新监管的手段和
方式，不能总是让自身的监管，滞后于保健品商家的各
种套路，最终消解了监管的力度和效果。但是在笔者看
来，更加重要的，则是需要老年人，也需要年轻人帮助老
年人增强医疗养生常识，以客观、理性、达观的心态，去
看待人的生老病死，培养科学、合理的养生保健习惯。

老年人要认识到，人的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如
果身体生病了，就去正规医院看医生，听从医生的建议，
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住院住院，而不是把保健品
商家当医生，把保健品当灵丹妙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
远离保健品骗局，避免自身权益受损。

产后风，又叫“月子病”，因为女人经历了
分娩这一紧张、痛苦、消耗体力的过程，筋骨
表里大开，体内正气不足，元气尚未恢复，身
体抵抗力下降，大多数产妇不敢洗头、洗澡，
使一些人体代谢物附着在皮肤表面，并且月
子期间到家里探访的人比较多，产妇很容易
受细菌或病毒的侵入，风寒暑湿等外邪便会
乘虚侵入人体，在“月子病”的恢复期，筋骨逐
步闭合，使风寒包入体内，难以排出，直接侵
蚀机体各个部位，形成产后风的诸类病症。

临床主要表现为全身性症状，如：怕冷、
怕风、自感钻风；汗后发冷、头痛、腰痛及关节
痛等诸多病症，重症病人暑天穿棉衣；肌肉、
酸、困、麻木疼痛；四肢关节疼痛（部分病人局
部性疼痛）。遇冷、遇风加重，表现类似风湿
和类风湿病症、重病者关节僵硬、变形、阻碍
行动、部分病人会发展为顽固性头痛症。

“月子病”月子治确实效果更好，否则在
体内滞留时间过久，治疗起来难度更大。产
后风是一种痼疾，得上后一定要有心理上的
准备，治疗的过程中治治停停往往会事倍功

半，效果不好。所以说：“坐好一个月子，健康
一辈子。”因此，我们建议产妇满月以后连续
进行多次发汗为宜。

产后“月子病”，可以通过中药熏蒸来解
决。产后熏蒸的主要功效是预防和治疗产后
风湿，产后风湿又叫“产后身痛”“产后风”“产
后关节痛”等，是指妇女在产后或人工流产后
感受风湿寒邪所引起的肌肉关节酸疼、疼痛
为主要表现的疾病，为产后百天内特别是月
子期间的高发病。中药熏蒸是运用纯中药内
在调理，结合皮肤整舱熏蒸治疗系统，将中药
物理用于各种皮肤顽疾病灶，并清除病根。

通过产后中药熏蒸配方蒸汽熏蒸后，可
以改善气血循环，利于疏通乳腺经络，促进乳
汁分泌。通过熏蒸发汗，增强体质，催进维生
素 D 的合成和钙的补充吸收，避免因怀孕引
起的疏松、头晕目眩、腰酸背痛、抽筋等症状。

献血后会贫血吗？
只要按规定的间隔时间参加献血，是不会引起

贫血的。因为献血只是人体内可以再生的血液暂时
少量减少，不影响人体血液的正常再生功能，献出的
少量血液很快就会恢复。贫血本身是一种疾病，对
于患有贫血的人，在献血查体时就会查出来。如果
真的贫血是不能参加献血的。献血不会引起贫血，
相反经常献血会刺激造血器官，增强器官造血功能，
有益于人体白细胞的再生。

献血会不会传染上疾病？
有的人担心献血过程中会被传染上肝炎等疾

病，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一是血站的工作人
员均经过国家采供血专业培训，能保证采血过程的
安全。二是血站使用的采血器材均为国家正规厂家
生产的一次性器材，经过严密的消毒灭菌处理。三
是每位献血者使用一套新的采血器材，用后一律销
毁，从不重复使用。

献血疼吗？
针头插入血管的瞬间会有点疼，就像去医院挂

盐水，给你扎针那一瞬间有一点疼痛。插入血管后
整个献血的过程一般不会有痛的感觉。

献血后多久可以恢复？
正常情况下，每天约有 40 毫升的红细胞死亡，

同时，也有相应的红细胞新生，在失血（献血）后，人
的造血功能比正常增强 4倍。因此献血 200—400毫
升失去的水分和无机盐，只要 1—2小时便可得到补
充；蛋白质 1—2天内就可完全补足；白细胞、血小板
约 3 天可恢复；恢复较慢的红细胞，大约在 7—10 天
即可恢复。

关爱男性健康 提升诊疗服务

随州市中心医院
开展泌尿系疾病筛查公益活动

市卫健委开展
建筑工地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曾都医院
及时救治陪护人员化险为夷

省督导组检查指导
随县中医医院疫苗接种工作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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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市
中
心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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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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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保健品骗局
苑广阔

随县洪山医院
举办首届人体器官捐献宣讲会

随县安居镇卫生院
为居民免费体检

万和镇中心卫生院
开展村级母婴安全培训

产后妈妈，满月您发汗了吗？
随州市中心医院 何娇

▲ 为保障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顺利进行，近日，随县人民医院一行来到
殷店镇中心卫生院，针对新冠疫苗预防接种和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的应急
处置开展培训。

（随州日报通讯员 周合秀 闵昌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