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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韩先生患老慢支十几年了，
每年一到季节交替的时候就会加重，
近段时间因为受凉，再次出现了咳
嗽、发热的症状，在家服了几天药，
病情不见好转，喉咙里的痰“吼吼”
地响，就是咳不出来，还发热，最高
体温达到 39℃。家人带着韩先生到市
中医院治疗，因为病情重，住进了重
症医学科。

经过抽血及胸部CT检查，韩先生
被确诊为右肺重症肺炎，又经过几天
正规的抗感染、化痰治疗，韩先生的
病并没有明显的好转。考虑到患者病
情重，存在咳痰困难、排痰不畅的情
况，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王艳民建议
患者做支气管镜下吸痰、灌洗治疗。

韩先生及家属对王艳民提到的这
项治疗都感到陌生，支气管镜不是检
查和做手术用的吗？怎么还能治疗肺
炎呢？

王艳民介绍说，在肺炎治疗中，
痰液的引流非常重要。但很多老年
人，尤其是长期卧床的患者，气道内
存在大量痰栓、痰痂难以排出，加重
了肺部炎症。目前常用的祛痰方法是
药物稀释痰液、拍背、体位引流等，
但此类方法对于咳痰能力下降的患者
效果不甚理想。黏痰不去除，肺部感
染难以控制。

支气管镜下吸痰及肺泡灌洗，是
将细长的支气管镜经口或鼻置入患者
的支气管以及远端病灶处，向其注入

生理盐水、化痰药物，药物与气管深
部的痰充分接触，软化、稀释痰栓、
痰痂，再将其充分引流出来，灌洗后
留存于肺中的冲洗液可继续将痰栓泡
软，利于咳出。气管内的痰排出来
了，感染则容易控制了。

在取得患者及家属的理解和同意
后，韩先生在雾化吸入麻醉下行支气
管镜检查，镜下吸痰、灌洗，过程顺
利。第二天，韩先生的体温就开始慢
慢下降了，痰液也能咳出，之后几
天，咳嗽也慢慢变少了，病情稳定
后，转至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肺泡灌洗治疗还能解决许多常规
治疗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可以直
接向病灶注入药物进行局部治疗；将

灌洗液进行病原菌检测，其阳性率及
准确率均高于普通痰液检查；在灌洗
过程中，经气管镜直接观察气道，还
能进行肺癌的早期筛查。

据了解，市中医院 ICU引进支气
管镜以来，积极开展支气管镜吸痰、灌
洗等治疗，在肺部感染性疾病，尤其是
坠积性肺炎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支气管镜下灌洗治疗重症肺炎
本报记者 宋云层

问：法律规定的献血年龄为几岁？
答：提倡 18周岁至 55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既往无献血反应、

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 60
周岁。 （市中心血站供稿）

近日，由市卫生计生委主办、市中心医院承办的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
救治技能培训班（第二期）开班，来自全市21家医疗机构的60余名科主任、护士
长、技术骨干等参加了培训。图为学员进行器官插管演练。 席 军 摄

本报讯（马 雷） 4月7日，睢县
卫计委领导班子成员带领健康扶贫办
公室工作人员，深入帮扶村开展走访
调研活动。每到一处，他们都要深入
到村室、村卫生室和贫困户大病患者
家中，与驻村第一书记、乡镇卫生院
院长、乡村医生、帮扶责任人、贫困
户大病患者及家属进行交流，详细了
解健康扶贫政策知晓率和执行落实情
况，并就发现的问题召集相关人员现
场办公，提出整改意见，着力抓好整
改，促进健康扶贫进一步深化。

连日来，睢县卫计委认真落实全
县脱贫攻坚问题整改“百日会战”活
动动员会部署，动员卫计系统全体干

部职工下足“绣花”功夫，大干苦战
一百天，坚决打赢脱贫攻坚“百日会
战”。工作中，该县卫计委坚持统筹
协调，明确入户时间表，制定整改路
线图，重点做好“两手抓”：

一方面，着力抓好帮扶贫困村脱
贫攻坚问题整改。该县卫计委共帮扶
白庙乡土楼村、尤吉屯乡周楼村、胡
堂乡李尧村三个贫困村。为切实抓好
明白卡、户明白卡、扶贫系统与户实
际情况“四对照”，驻村第一书记制
定《村级责任组成员分片包户分工
表》，将贫困户分批、分组、分时间
段，由帮扶责任组成员、帮扶责任人
一起入户，核实村明白卡、户明白卡

与户口簿、存折及享受的各项帮扶措
施，重点核实基本信息、收入信息和
措施信息等。同时，充分发挥帮扶微
信群作用，及时通报全县脱贫攻坚工
作动态以及贫困户享受的医疗、教
育、种植养殖等各类补贴信息，为帮扶
责任人核查、修改信息提供了方便。

另一方面，着力抓好全县 118个
贫困村的健康扶贫攻坚工作。动员全
县 23 个乡镇卫生院、517 个村卫生
室、152个村卫生室服务点的医务人
员和乡村医生，紧紧围绕防、服、
减、保“四位一体”健康扶贫模式和

“两免四提一降一补”优惠政策落
实，切实抓好“四查四提升”，即查

健康扶贫宣传品入户情况，提升贫困
群众健康扶贫政策知晓率；查健康扶
贫政策执行情况，提升贫困群众的获
得感和满意度；查村卫生室标准化建
设情况，提升村级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查家庭医生签约履约情况，提升
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为确保“四查四
提升”落到实处，委领导班子成员不
定期深入贫困村，采取入户走访、召
开座谈会等方式，听取贫困患者、村
支书、乡村医生意见和建议，对发现
的问题列出整改清单，明确整改责任
人和整改时间表，确保全力打好健康
扶贫攻坚战，为打好全县脱贫攻坚问
题整改“百日会战”打下坚实基础。

本报讯（董献华）
为深入贯彻省、市健康
扶贫工作的部署，日前
梁园区卫计委深入区直
医院、乡镇卫生院、村
卫生所以及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困难家庭对全
区相关医疗卫生单位健
康扶贫工作开展第一季
度专项督查。

此次督查采取“不
打招呼、不听汇报、直
奔现场、深入农户”方
式，分别对市第三人民
医院、市长征人民医院
等 4个区直医疗单位及
王楼乡、谢集镇、观堂
镇等 8个乡镇卫生院开
展督查。重点围绕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健康档案
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患病人员的精准识
别、精准分类、精准救
治、随访，重点人群的
管理，新增“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人员的
管理，分级诊疗，健康
扶贫信息系统运行，9
种大病集中救治及 30
种慢性病的规范管理，
健康扶贫相关政策宣
传，“先诊疗、后付
费”，“一站式”结算服
务的执行情况等内容进
行。督查组针对发现的
问题与不足，当场下达
书面问题清单，要求被
督查单位要进一步加大

宣教力度，强化政策落实力度，强化各项
服务力度，对照清单及健康扶贫相关工作
要求限期整改到位。

下一步，区卫计委将继续采取“回头
看”的形式，对照问题清单查看问题整改
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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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县食药监局

开展“12331”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 谢海芳 通讯员

周 杰）为进一步扩大“12331”食品
药品投诉举报电话的公众知晓率，构
建全社会参与食品药品安全共治共建
新格局，日前，民权县食药监局举办
了以“12331——助力健康中国梦 食
药安全伴你行”为主题的食品药品投
诉举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该局工作人员通过设
立食品药品安全投诉举报台、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答疑等

方式，向群众宣传、解答食品药品质
量、识别假劣食品药品、安全用药、
无证经营、药品不良反应等方面的相
关知识。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
传材料 400余份，悬挂食品药品宣传
横幅 15 条，接受群众咨询 100 余人
次，进一步提高了“12331”的公众
知名度和影响力，激发社会公众参与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积极性，共同筑
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

市长征医院

迎省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考核
本报讯（见习记者 傅冬咏）近

日，省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现场评
估考核组，对市长征人民医院创建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进行现场考核评
估和验收。

考核组对该院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建设工作采取实地察看、访谈提
问、查阅资料、核对电脑数据信息等
方式进行现场考核评估。

通过现场考核，考核组对该院慢
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的宣传

氛围、自助式健康检测服务、禁烟管
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慢性病全
程健康管理、监测评估、资料管理等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
开展提出了建设性指导意见。希望该
院进一步加大慢性病防控工作推进力
度，巩固、完善慢性病综合防控机
制，把慢性病防控工作有机融入各项
工作，建立防治长效机制，加强信息
化队伍建设，发挥健康大数据作用，
做好监测预防，提升大众健康水平。

市孕产妇及新生儿救治培训班开班

▲ 4月 3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联合市第五人民医院、河南国健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市华杰医药有限公司等
单位，到示范区古王集乡苗庄村和刘小
庙村开展送医送药活动。活动为 200余
名贫困群众进行了义诊，发放了价值
3000余元的药品。 李月超 摄

◀ 44月月 77日是世界卫生日日是世界卫生日，，当日当日，，
虞城县卫计委联合县疾控中心虞城县卫计委联合县疾控中心、、县妇幼县妇幼
保健院保健院、、县药具站开展县药具站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主题宣传活动。。
现场为群众现场为群众义诊义诊，，并免费发放避孕药并免费发放避孕药
具具。。当天提供当天提供义诊与咨询服务义诊与咨询服务 300300余人余人
次次，，发放健康宣传资料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15001500 余份余份，，发发
放避孕药具放避孕药具20002000只只。。 宋玉梅宋玉梅摄

本报讯（刘志国） 为进一步落
实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提高基
层百姓防病治病健康意识，提升贫
困地区医疗扶贫水平，4月 5日，在
最高人民法院的多方联系和精心组
织下，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
院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北京中
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等首都各大医
院知名医疗专家来到宁陵县开展健

康扶贫讲座及义诊活动，为该县医
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送上健康大餐。

活动当天，医疗专家在宁陵县
人民医院进行了学科专题讲座。4场
专题学术讲座，经典案例分析，多
角度思考，近距离感受到了专家严
谨求实、深入浅出的临床教学，使
参加听课的医务人员收获很大，同
时激发了在场医务工作者潜在的创
新思维。

讲座后，义诊活动在该院举
行，本次爱心义诊涉及神经内科、
心血管内科、中医科、妇科、康复
科、肿瘤科、血液科、内分泌科
等。活动中，医疗专家们不仅针对
病情开方检查，还向病人介绍相关
疾病的预防知识及养生方法。义诊
活动现场场面火爆，前后共接诊患
者340人。前来寻医问诊的老百姓脸
上都挂着满意感动的笑容，纷纷表

示，国家的健康扶贫政策太好了，
在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首都专家
的医疗服务，并期待医疗专家们经
常下基层开展义诊活动。

此次活动让基层的群众享受到
更多更好的医疗资源，为地方贫困
县医院提供医疗技术支持，弘扬中
国传统医德、医术，尽一份爱心，
为地方贫困县的卫生事业发展贡献
力量。

北京医疗专家到宁陵精准扶贫送健康

梁园区解放办事处

“四抓四促”奏响计生健康曲
本报讯 （秦 韬 张 静） 日前，

梁园区解放办事处以“健康”为主
题，在辖区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优质
服务活动。

抓家庭医生签约促全员流动人口
清理。该办事处以全员基础信息统计
表为导向，全面宣传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工作，对发现的全员流动人口基础
信息不相符的及时变更。抓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促优生优育。该办事处
对待孕计生对象户上门宣传免费孕前

优生健康检查的意义，引导计划怀孕
的夫妇自觉参加检查，并及时发放叶
酸，开展优生优育知识讲座。抓儿童
免费体检促关爱留守儿童。该办事处
对辖区留守儿童免费全面健康体检，
加大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抓健康促进
创建试点促计生服务转型。该办事处
以健康促进农村创建为契机，采取微
信、电话、宣传彩页等形式广泛宣传
健康素养 20 条，引导健康生活方
式，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睢阳区卫计委

“三管齐下”规范性别比监督执法
本报讯（曹永宏）日前，睢阳区

卫计委为进一步强化性别比监督执法
工作，“三管齐下”，促进出生人口综
合治理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走出去参观学习。定期组织出生
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人员到成绩
突出、有工作特色的县（市、区）参
观学习，交流工作心得。

请进来教育培训。请进省、市和

外县（市、区）经验丰富的人员为各
基层医疗卫生、行政管理单位相关工
作人员授课、全程指导。

规范执法全过程。规范从调查取
证，到下达司法文书，直至案卷存档
的全过程，配备手持执法终端、执法
记录仪，实现“互联网+行政执
法”，每天备案执法记录，实现行政
执法全过程实时记录。

抓好帮扶贫困村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抓好贫困村健康扶贫攻坚工作

睢县启动健康扶贫“百日会战”


