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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有心脑血管疾病或高血
压、高血脂的中老年人，为防血
栓，会每天吃一片阿司匹林。到
底什么情况下该吃阿司匹林、该
怎么吃？咱们听听市中医院心脑
内科副主任郭晓丽的意见。

阿司匹林最早作为止痛药广
泛应用于临床，后来发现阿司匹
林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
栓形成，现在更多用在心血管疾
病的防治。目前，阿司匹林的应
用存在诸多误区，在临床上经常
会遇到该用的不用、不该用的乱
用的现象。阿司匹林也有副作
用，可导致消化道出血和脑出血，
乱用阿司匹林有害无益。

哪些人必须要用阿司匹林？
做过造影确诊冠心病、心肌梗

死、脑卒中、外周血管疾病，做过
支架和心脏搭桥手术已经确诊心

血管病的人，如果没有禁忌都应
该服用阿司匹林。

40岁以上没有心血管病的人
也需要服用阿司匹林吗？

我国规范使用阿司匹林的专
家共识建议以下情况服用阿司匹
林预防心血管病：

患有高血压但血压控制在
150/90mmHg 以下，同时有下列情
况之一者，可应用阿司匹林进行
一级预防：年龄在 50岁以上；具有
靶器官损害，包括血浆肌酐中度
增高；糖尿病。

阿司匹林是一种药，可导致出
血等严重副作用。并不是所有 40
岁以上的人都需要服用阿司匹
林，有严格的用药指征。

阿司匹林需要服用多长时间？
所有符合服用阿司匹林适应

症的患者，服用期间没有胃肠道
出血、哮喘等副作用，只要能耐
受，都需要长期服用。

阿司匹林肠溶片应该空腹还
是餐后服用？

空腹服用可缩短胃内停留时
间，顺利到达吸收部位小肠，建议
阿司匹林肠溶片最好空腹服用。

阿司匹林应该早晨还是晚上
服用？

早晚没有多大区别，关键是坚
持。建议早晨空腹餐前 1小时服
用；如果空腹服药有胃肠道不良
反应，可尝试夜间睡前服药。

哪些人服用阿司匹林后容易
出现消化道出血？

阿司匹林是一把双刃剑，抑制
血栓的同时，也可以导致胃肠道

损伤和刺激，严重者可引起消化
道出血。有下面情况的人更容易
出现胃肠道损伤和出血，应多留
心：65岁以上的老年人，消化性溃
疡或出血病史，幽门螺杆菌感染，
吸烟和饮酒，联合应用螺内酯或
抗抑郁药物。长期吃阿司匹林，
最好每 3个月到医院查一次大便
潜血，及早发现出血。

晚报记者 宋云层简介：
郭晓丽，市中医院心脑内

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商丘市
心血管委员会委员、市首届百
佳健康卫士；先后赴上海仁济
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进
修学习，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与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冠脉
造影、支架植入、起搏器安装、
冠脉介入术前及术后管理等；
对高血压、心律失常等疾病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

您对阿司匹林了解多少

广告

问：献血会伤身体吗？
答：不会伤身体。世界上许

多国家实施无偿献血已经有几
十年了，年龄在 60 岁左右的人
献血几十次了，但他们的身体都
很好。

（市中心血站供稿）

国家卫计委专家组

到虞城县验收“两院”创建工作
9 月 25 日、26 日，国家卫计

委基层卫生司抽调专家组对虞
城县创建“全国百佳卫生院”的
杜集镇卫生院进行验收。这是
国家卫计委在“群众满意的乡镇
卫生院”基础上，首次开展的评
选活动。杜集镇卫生院是我省
向国家卫计委推荐的 6家“全国
百佳卫生院”候选单位之一，位
于全省推荐单位第一名。省卫
计委农卫处处长戴能光、商丘市
卫计委副主任宋勇等相关人员

全程陪同。专家组还对虞城县
创建“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的闻集乡、利民镇、站集镇、镇里
堌乡卫生院进行抽查验收。

虞城县政府副县长王彦峰
和县卫计委主任王泽江介绍了
该县创建工作开展情况，并汇报
通过创建工作全面促进卫生计
生工作提升服务水平情况。王
彦峰陪同专家组到每一家乡镇
卫生院检查验收，认真听取专家
组的意见建议，要求县卫计委在

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创建工
作。在乡镇卫生院验收时，专家
组听取卫生院长的工作汇报，由
各位专家“一对一”开展资料审
核，对审核发现的问题当场询问
相关人员，并对卫生院各科室及
病区进行了逐室查看，现场进行
督促指导。

通过验收，专家组肯定了虞
城县在创建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指出杜集镇卫生院、闻集乡卫生
院等单位基础工作扎实，业务开

展好，群众满意度高，为同行做
出了表率。

同时，专家组也指出了各创
建单位存在的不足和今后努力
方向。通过创建活动的开展，全
县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医疗设施
得到进一步改善，广大基层医务
人员的创先意识、服务态度大为
转变，服务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全县卫生计生工作水平向前迈
出新的步伐。

通讯员 宋玉梅 王春林

为了使计划生育特困家庭
度过一个祥和的“双节”，近日，
睢县卫计系统“组团”对 87 户计
划生育特困家庭进行走访慰问，
为他们送去月饼、食用油、面粉
等慰问品，并组织全科医生为他
们进行血压、心电图、B 超等项
目体检，免费发放药品。

通讯员 徐晓辉 摄

尊敬的医疗同仁：
大家好！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实施中医临床适宜技术
推广计划的通知》精神，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医
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年）》的战略内容，为加大
人才培养和职业培训力度，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才交流中
心“中医健康管理职业技能规
范化培训项目”河南国健医院
管理培训中心将举办中医药
适宜技术考证培训班。

1.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项
目：

中医康复理疗师、中医小
儿推拿师、中医刮痧师、中医

推拿师、中医经络调理师、中
医产后康复师、中医母婴保健
师、中医穴位调理师。

2.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证
书效用：

该证书是对学员在中医医
药专业领域权威的技术证明，
也是面对地方行政管理部门
和患者最具公信力的工作证
明。在医院有医生带领的情
况下可以从事刮痧、拔罐、灸
疗、推拿、保健性康复工作。
该证书带有防伪标识，序列号
为唯一号码，全国通用，是求
职、任职、单位录用的重要依
据之一，学员资料录入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药科技
开发交流中心网站 http://www.

tcm.cn、www.hrtcm.org。
3.报名学员范围：
各医院康复科、专科医院、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医学院校、预防保健机构、体
检中心、康复中心、养老院、健康
管理中心等单位从业人员；康复
理疗机构、中医养生机构、健康
管理机构相关从业人员。

4.申报材料及费用：
带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蓝底2寸免冠照片，最高学历证
明，培训费用：4980元/人/证。

5.招生电话：
河南国健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 薛老师 13781569333
0370-2687888
0370-2625212

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中医康复理疗师培训）开班啦！

市长征人民医院党委中心组

专题学习廖俊波同志
先进事迹

近日，市长征人民医院党委
中心组在五楼会议室集体学习
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院党委
书记、院长刘军祥，副院长刘继
光、院纪检书记王霞和各支部书
记、委员，行管中层干部及行管
全体党员参加了学习。

该院副院长刘继光带领大
家共同学习了《生命的厚度与长
度——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
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一件件平
凡的小事展示出廖俊波同志所
做出的不平凡的事业，廖俊波同
志任职期间，牢记党的嘱托，尽
心尽责，带领当地干部群众扑下
身子，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体
现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
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感
人至深。

该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军祥
要求，要深刻认识向廖俊波同志
学习的重要意义；深入学习廖俊
波同志先进事迹，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职工以廖俊波同志为典范
为标杆；以学习廖俊波同志先进
事迹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干事创
业的精气神；结合医疗卫生行业
特点和医院工作实际，自觉以廖
俊波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认真践行“三严三实”，
努力做到“四个合格”，奋发有
为，扎实工作，在促进改革发展
稳定中当先锋、作表率，争当党
和人民信赖的好党员、好干部、
好员工。

通讯员 常静

为深入开展《医疗质量管
理办法》贯彻执行年活动，进
一步加强医疗质量管理，规范
医疗服务行为，保障医疗安
全，根据商丘市卫计委相关要
求，日前，商丘市中医院举办
了“理论实战相结合，岗位练
兵显身手”为主题的医疗质量
管理知识与技能竞赛活动。

本次竞赛分为三个环节：
综合笔试、操作技能和知识竞
答。该院对此项活动高度重

视，出台方案，组织落实。在
综合笔试环节中，医院要求参
赛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独立
完成答卷；在技能操作环节，
医院安排相关专家作为评委
认真把关，参赛选手进行随机
编号，评委依照评分标准结合
选手操作的熟练程度、规范情
况，严格评判打分；在知识竞
答环节，经过笔试初选，8个代
表队脱颖而出，进入知识竞答
决赛。各位选手沉着冷静，一

次次将比赛推向高潮。
此次竞赛活动，将进一步

激发全院医务工作者学理论、
练技能、参加竞赛的热情，在
全院形成一种浓厚的学习氛
围，对进一步提高医疗工作质
量，更好地服务患者，保障患
者 生 命 安 全 打 下 良 好 的 基
础。该院将从三次竞赛中综
合评判，选择优秀选手参加市
级竞赛。

通讯员 王红艳

商丘市中医院举办医疗质量管理知识与技能竞赛

9 月 21 日，虞城县人民医院
2017 年宣传工作会议在新院区
六楼学术报告厅召开，全院各科
室的 100 多名通讯员和网络管
理员参加了会议。此次宣传工
作会议是该院继 2017 年上半年
度工作会议及医德医风医技医
服总结会议之后的一个促进会，
是全面有效开展“十比十开展”
创优活动的一个推进会。

通讯员 卢幸丽 孟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